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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大學評鑑是為了衡量大學的教育

品質，同時促成品質之改善，確保學

校的績效責任。先進國家的大學評鑑

機制，也都以「認可制」為評鑑之功

能，我國乃由 2005 年成立的「財團法

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為專責

評鑑單位，亦採認可制度精神。從第

一週期校務評鑑導入 PDCA 品質保證

架構，同時引導大學校院擬訂學生學

習之核心能力，並據此研擬學生學習

成效評估機制，以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和強化學生競爭力，從過程面強調研

擬「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第二週

期系所評鑑則轉變為從過程面評鑑受

評單位依據學校所建立之學生學習成

效評估機制，落實教育目標與學生核

心能力，確保學生學習成效之作為（財

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2015a）。第二週期校務評鑑為確保其

學生學習成效，在評鑑項目二「校務

資源與支持系統」也列出學校確保學

生學習成效之機制與作法，在評鑑項

目三「辦學成效」的核心指標也強調

學生學習成效之重要性（財團法人高

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2015b）。從

我國近年的評鑑精神來說，都將學生

的核心能力視為學習成效機制運作的

重要依歸。 

二、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與核

心能力 

近年國內在系所與校務評鑑的循

循善誘之下，使得學習成效品質保證

機制蔚為風潮，學習成效品保機制中

的核心能力又是重點執行之所在。學

生學習成效乃是指學生在所就讀系所

中的教育經驗或課堂學習，所應該知

道與行動表現之「可測量」的學習行

為闡述（王保進，2011）。因此，學習

成效需要回歸可經由精密設計的測

量，藉以掌握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品

質，這樣才能建構更完整與易於觀察

的學習成效，使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

證機制之建立與運作更具可行性。所

以為了達到「學生學習成效」之品質

保證，教育過程及教學形式必須有明

確化的目標及確認目標是否達成的績

效指標，須將品質要項系統化及指標

化（許政行，2011）。再者，推動學生

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必得明確訂

定學生畢業時應具備之核心能力，而

這樣的核心能力應從課程設計、教師

教學及學生學習等三大面向著手，此

為建構學習成效品質保證之三大主要

要素（許政行，2011）。因此，建構有

系統可量測學生核心能力之學習成效

品保制度，可從課程設計、教師教學

及學生學習三大面向著手，本文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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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核心能力為成果導向之課程綱要

與教學計畫系統進行說明。 

三、以學生核心能力為成果導向

之課程綱要與教學計畫系統 

以學生核心能力為成果導向之課

程綱要與教學計畫系統作為課程設

計、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三大要素的

連結平臺。在課程設計方面，先進行

系所的整體課程規劃與設計，第一階

段主要任務為依據系所教育目標及特

色，制訂學生基本能力指標與定義，

並將學生基本能力指標與校能力指標

之連結。第二階段主要任務為 1. 制訂

學生基本能力課程指標與權重：以課

程內涵及重點培育能力為主，制定每

門科目的課程指標及權重。制定課程

指標及權重時，應以「學生所屬學系」

的角度來思考，並非以授課教師的立

場。2. 檢討與學生基本能力對應的畢

業門檻與檢核機制：畢業門檻之規範

為落實學生學習成效的考核，請思考

各學系所要培養學生具備那些競爭能

力，進而以「能力地圖」將學業成績

轉換成能力養成的「體檢表」。3. 檢討

學系欲培育之就業領域與證照：相同

課程名稱的指標、權重、領域及證照

應一致，不因授課教師的不同及更換

而有不同的指標、權重、領域及證照。 

在各課程的教學內涵與架構上，

課程內涵以零基思維為起點，以能力

指標為核心，引入同儕評估，並加入

業界、教育研究、相關檢定機制及畢

業生意見，確立課程內涵，並依據每

門課程所欲培育學生應具備之核心能

力，建置每門課程的課程規劃表，內

容含課程教學目標、課程綱要（內

容）、先修課程、支援課程及評量方式

等。且可透過校友服務中心提供的畢

業生流向之追蹤分析、畢業生就業滿

意度調查及雇主滿意度調查結果，回

饋至課程改善並具體說明改善的成

果。 

在課程綱要與教學計畫系統中，

除顯示課程的基本資料外，亦可建議

學生在修習此門課程時所應具備的學

前科目或能力需求。當中宜列出學系

對於此門課程欲培育之核心課程能力

指標，教師則在教學目標須呼應且連

結校院系之教育目標及系所對該課所

欲培育之核心能力指標，並依據該課

程所要培育之核心能力，訂立適當的

能力指標。且系統宜自動列出每週上

課日期與週數，讓教師能夠清楚闡述

每週教學內容與課程活動安排。 

課程的授課大綱，則需明確陳述

學期中所有的教學活動(諸如小考、作

業、報告、小組討論)及這些教學活動

所蘊含的核心能力，授課教師也將依

據這些教學活動進行學習成效的評

估。在期末時，同學也要針對課程活

動進行學習回饋，以瞭解每門課程核

心能力達至之成效，並回饋給授課老

師參考，以作為未來改善之依據。為

有效達成此目標，教師應依相關之學

科內涵及績效標準，進行科目內容及

評量方式的設計，訂立對於核心課程

能力指標的評量基準。然而為了協助

教師作教學及評量的聚焦，減少文件

管理及計算錯誤的狀況發生，可參酌

中原大學發展之「評量矩陣」（如圖

1），將之納入課程綱要與教學計畫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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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以結合成績評量系統，透過評量矩

陣強化核心能力與學習評量活動的關

聯。「評量矩陣」之縱向思考，在於依

據該課程所要培育的核心能力，規劃

相對應的評量項目與權重配置。橫向

則具整合功能，藉由課程能力指標，

將學習成果具體化及可評量化，各教

學評量依據時間序列方式放置，與教

師傳統評量方式一致，不僅明確指引

能力指標的評量基準，並強化能力與

學習評量活動的關聯，進行以成果導

向之能力指標檢核機制。 

為使測量化學習成果能忠實反應

能力指標之達成程度，除各種教學活

動之評量內容與測驗題目應對準能力

指標之設定外，也應落實多元化教學

評量；即是依照不同能力指標需求，

挑選合宜的教學活動模式，並搭配適

切的評量方法與測驗題目，才能發揮

評量矩陣之功能，精準測量能力指標

之達成度。如圖 1 範例所示，選用平

時考模式，設計適切可測量學生能力

指標的測驗題目，評量學生的專業、

創新、實務等相關能力指標；然而為

了精準評量專業統整之能力，則採用

專題作業報告的評量設計，透過學生

的報告內容來綜合評測其專業統整能

力之達成程度。如此，藉由精準的能

力指標評量過程，可以評測出學生學

習成效的能力狀態，藉此回饋於課程

設計與教學活動之逐步修正，致使所

評量學生能力指標狀態的參考價值提

高。 

實際運用方面，由評量矩陣的設

定自動產生客製化的成績頁面，即每

門科目均依教師評量方式及次數自動

產生成績表格，並在教師輸入每次評

量之成績後，藉著教師在開課時就已

設定的評量活動與待評量的能力指標

之權重關聯表－評量矩陣，系統自動

為教師計算此科目所欲培育之各核心

能力指標向度之得分，以減少教師在

成績換算上的繁雜度及產生錯誤的情

況。 

 

圖 1：評量矩陣 

資料來源：許政行（2011）。「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

制的過去、現在及未來：中原大學特色分享」。

評鑑雙月刊，34，頁 32。 

此外，此系統亦可與學校圖書館

圖書資料庫連線，將教科書書目清單

與圖書資源連結，使得教師在指定教

科書及參考書目時更加便利，也可針

對圖書館不足或缺少的書籍提出加購

之建議。 

搭配系統化的課程綱要與教學計

畫系統，將能落實以成果導向學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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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促使教學重點從「教什

麼」轉變為「學生應學什麼」。從學生

應培養什麼樣的核心能力，鑲嵌於教

學內容應達成該課程的教學目標當

中，使教學方式可更清楚表達教師所

能教授的知能以及學生可獲得之能

力。 

藉由系統化且可測量學生學習成

效之平臺運作，亦能促使以成果導向

學習之「學生學習」目標實踐。重視

學生在學習歷程結束後所真正擁有的

能力，透過學生在學期間、學期中與

學期末對課程活動進行形成性及總結

性學習回饋，以瞭解課程核心能力培

育之成效，並回饋給授課老師作為課

程改善依據，各院系亦可依學生學習

回饋，依據核心能力檢討與調整課程

內容或項目。  

以學生能力指標為核心之系統，

除引導課程規劃與課程設計變革，亦

能強化學習評量與輔導機制，建立多

元化學習評量機制，並納入「適性教

學」及「評量尺規」(rubric)之概念，

將學習成果具體化及可評量化，各教

學評量依據時間序列方式放置，不僅

明確指引能力指標的評量基準，並強

化能力與學習評量活動的關聯，進行

以成果導向之能力指標檢核機制。此

外，亦可藉由成績評量系統運作形成

期中預警機制，藉由建置評量尺規模

組，協助教師計算隨時統計每位學生

及全班學生的學習評量結果分析，對

於學習落實之學生及早做出輔導措施

因應之。 

 

四、評鑑精神促成學生帶得走的

核心能力養成 

我國從第一週期的系所與校務評

鑑之後，逐漸形成各大學校院學習成

效品質保證建立之催化劑，進入第二

週期的評鑑計畫之後，不只著眼於結

果面的績效考核，也著重過程面中的

轉變，透過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

制之運作，落實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養成，確保學生學習成效。也就是說，

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已從原本的「教師

本位」轉為「學生本位」績效責任，

更加重視學生學習成效的品質保證，

即從過去之「教師教什麼」轉變為「學

生應學什麼」，強調的是學生帶得走的

核心能力養成。而為了更加有效進行

檢核學生的核心能力養成之教育成

效，大學校院都應建立如同本文所述

之課程綱要與教學計畫系統，透過系

統化的規劃與管理，確保學生的學習

品質。藉由可系統管理與量測的課程

設計、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模式運

作，更輕易瞭解學生的能力養成過

程，以及隨時掌握學生的學習成效，

回應大學評鑑之重要精神：「落實學生

學習成效品質保證，培養學生帶得走

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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