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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敦促高职（技职）院校重视和提高素质教育水平，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海峡两岸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正在有计划、分阶段地对高职

（技职）院校的素质教育工作进行评估。在台湾，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早在 20 世

纪 90 年代就开始筹备并实施通识教育评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评鉴体系，对提

升台湾技职院校通识教育的水平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大陆，对高等职业院校

素质教育的评估多由各省来举办，广东省在这一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改革，

并形成了自己的评估体系。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选取广东省高职院校素质教育

评估指标体系作为大陆方面的实例，与台湾技职院校通行的通识教育评鉴指标体

系作一比较。虽然粤台都极为重视素质教育评价，但两地的评价指标体系却又存

在着显著差别。通过将两地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系统地比较研究，找出各自的优

点和特色，对于推动和提升粤台高职（技职）院校素质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无疑

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素质教育评估指标体系的含义和及其在评估中的作用 

对于素质教育在海峡两岸技专院校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意义和面临的困难，

相关著作很多，本文在此不拟赘述。然而，在如何推动和规范技专院校的素质教

育方面，海峡两岸的教育主管部门几乎同时选择了一条类似的途径，即大力推动

素质教育，并对此展开评估。 

教育评估是对教育价值实现程度的判断。教育的价值在于教育满足学生、社

会和国家的需要。‚高等教育评估是以高等教育为对象，根据一定的目标（标准），

通过系统地搜集反映真实情况的主要信息（证据），进行科学分析，对其教育效

果满足（符合）社会、学生和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程度作出价值判断的过程‛。1 

在高等教育评估中，目标是评判的准绳。目标通常是比较抽象、笼统的。为

了使评估能够顺利进行，必须把目标指标化，将目标分解不同层次的指标，建立

一个特定的指标体系。经过分解目标而形成的指标群体及各项指标权系数（权重）

的集合就是指标体系。指标的权系数是该指标对达到目标影响程度的尺度，表明

了各指标同评估结果之间的确定关系。构成指标体系的指标对实现目标都有价

值，权重则明确规定这些指标的价值有多大。各项指标的权系数不仅表示出该项

指标在指标体中的地位，而且还表示出各指标间的关系。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在很

大程度上受到指标体系的影响。一项指标的权系数的大小也反映了人们对该指标

价值的认可程度，权系数的指标必然受到重视。因此，制定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

是高等教育评估的核心工作。没有科学的指标体系，评估工作就无法进行，更无

法保证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可信性。 2  

                                                        
1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年，第 262-263

页。 
2 同上。 



笔者认为，评估指标体系中的各项指标及其权重不仅代表评判的尺度，而且

还具有工作指南的意义。一项指标是否被纳入评估指标体系，所占权重的大小，

直接影响到受评对象是否在该指标上投入资源的意愿。一项指标被纳入评估指标

体系，所占权重教大，受评对象必然会加大投入，反之亦然。 

本文旨在通过比较粤台高职（技职）院校素质教育评价指标体系，探寻粤台

高职（技职）院校素质教育发展的异同，找出影响粤台高职（技职）院校素质教

育发展的主要因素，以便于双方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本文探讨的对象限于粤台

高职（技职）院校素质教育评估指标体系本身，其它问题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围。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两个概念的含义大体相当，

分别在大陆和台湾广泛使用。本文在作一般表述时使用‚素质教育‛，只是在表

述有关台湾方面的相关内容时才使用‚通识教育‛。 

 

二、粤台高职（技职）院校素质教育评估及其采用的指标体系简介 

（一）广东高职高专院校素质教育评估及其采用的指标体系简介 

1．大陆高等院校素质教育的缘起和主要内容 

1952年，大陆方面进行了大学院系调整，模仿苏联教育模式，形成了以专才

教育为主导的大学教育模式，素质教育受到忽视。专才教育模式虽然在几十年中

培养了社会所需要的各类专门人才，但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诸如学科分

隔、重理轻文、专业优先、技术至上、人文精神匮乏等，致使功利主义、拜金主

义的思潮大行其道。 

为了弥补专才教育的缺失，大陆原国家教委于 1995 年开始有计划、有组织

地在 52 所高等学校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成立了‚加强高等

学校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协作组‛。随后两年多的时间内，国家教委先后召开

了多次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专题研讨会、报告会和经验交流会。各试点高校

采取多种途径和方法在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方面进行了探索。为了将加强文化素质

教育工作推广到全国各普通高等学校，大陆教育部于 1998 年成立高等学校文化

素质教育工作委员会，并对文化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作出了明确规定：‚大学生

的基本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其中文化

素质是基础。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主要

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

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

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3 

随后，大陆国务院出台多个文件，大力推动素质教育。1999年，发布《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构建一个充满生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

‚经国务院授权，把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和大部分高等专科教育的权力以及

责任交给省级人民政府，省级人民政府依法管理职业技术学院（或职业学

院）和高等专科学校。‛ 2002 年和 2005 年，大陆国务院于分别颁布《关于大

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文件，

对大陆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等一些基本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同时要求：

（1）扩大办学规模：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分别为社会培养 800 万和

1100 万名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2）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加强和改进对

                                                        
3 大陆教育部：《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1998 年 4 月 10 日）， 教高司[1998]2 号。 



职业教育工作的督导和评估。因此，推进和加强素质教育和素质教育评估，是大

陆应对高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2．广东高职高专院校素质教育评估及其采用的指标简介 

为了推动高职高专教育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大陆教育部

于 2003 年决定在今后几年内按照‚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

重在建设‛的原则，对大陆所有高职高专院校进行一次水平评估。2003 年选择

30所左右独立设置的高职高专院校进行试评估。 

2004年，大陆教育部正式启动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水平评估工作，并将在

2003 年评估试点工作基础上重新修订的《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

方案（试行）》（下称 04 评估方案）、《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工作

指南（试行）》、《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专家组工作细则（试行）》

等文件作为指导性文件下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在对本地区的高职高专院校进行评估时，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在坚持《高

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方案》标准的前提下，制定本地区的实施方案。 

在《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中，有专门的《高

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共设办学指导思想、

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条件与利用、教学建设与改革、教学管理六项一级指标，六

项一级指标下设 15 个二级指标。每个二级指标下设若干个主要观测站，并明确

规定了每个观测点在该二级指标中的权重。素质教育属于一级指标‚教学建设与

改革‛下的二级指标，下设一个观测点，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工作状态和效

果‛。该指标体系将评估结果设定为 A（优秀）、B（良好）、C（合格）、D（不合

格）四个等级，并明确规定了 A、C两个等级的标准，介于 A、C之间的为 B，达

不到 C级标准的为 D。 

2008 年 4 月，大陆教育部制订《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方案》（下

称 08 评估方案），教育部要求从 2008 年开始，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教育厅原

则上根据 08 评估方案对各自辖区内的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工作

进行评估。08方案公布前已经进行过评估的院校将在 2010 年以后再安排评估。

自此，08评估方案已经取代 04评估方案，成为大陆高等职业院校通用的评估方

案。由于 08评估方案的重点在于‚深化校企合作、产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它采用的‚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指标体系‛着墨甚少，完全没有设立

关于素质教育的专门条款。 

2008 年 9 月，广东省教育厅通知省内各高职高专院校，从 2008 年开始全面

执行 08 评估方案，并计划在 5 年时间内按照新方案对省内全部高等职业院校人

才培养工作进行评估。 

为了弥补《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方案》留下的空白，积极规范和

引导高等职业院校的素质教育课程，广东省教育厅 2009 年开始着手建立本省的

素质教育课程评估体系。现已公布的资料显示，广东省的建立本省的素质教育课

程评估体系的工作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推进针对各学校和机构的高等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评估。

2008年，广东省教育厅决定用在 2008-2011年间对全省 68 所高职院校的思想政

治理论课程建设进行评估，并经过反复修改后推出《广东省普通高等院校（高职

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评估指标体系》，以作为评估的依据。该指标体系包

括领导重视、教学工作、科研工作、师资队伍建设、保障条件和特色项目等 6

个一级指标，下设 36 个二级指标。每个二级指标都明确设定了分值、评估标准



和评估方法。这一评估主要是针对各个学校和机构进行的。 

其二，巩固和加强对课程的评估和建设。对课程的评估和建设主要是围绕建

设广东省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优质课程来进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优质课程

是‚指以正确的教育教学思想为指导，遵循教学规律开展教学活动，教学建设及

教师队伍管理规范，课程资源特别是网络资源开发较为充分，具备开展网络教学

的基本条件，教学改革成果突出、教学效果优异，对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改革起示范作用、可作为省级以上精品课程建设对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 

优质课程须经评审、建设、验收三个阶段才能达成。为了使评审和验收公平、公

正，广东省教育厅分别拟定了《广东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优质建设课程评

审指标体系》和《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优质建设课程验收指标体系》，并

组织专家来进行。优质课程的建设期为两年，每门课的建设经费为 8万元，广东

省教育厅和有关学校各出 4 万元。2006 年以来，广东省教育厅先后组织评选了

四批共 77 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优质课程。目前，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优质课程和优质建设课程已经覆盖一半高校。优质课程建设成果已经成为高等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工作评估的重要内容。 

其三，征集省内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建设并主讲的选修课，并将其纳

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体系之中。2009 年 3 月，广东省教育厅发出《关

于征集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选修课程的通知》，为加大思想政治理论课选修

课程建设力度，有效开发课程教学资源，引导更多的高校合理开设选修课，促进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功能的全面实现，构建完善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

系，省教育厅决定向全省高校征集思想政治理论课选修课程。征集课程的范围是：

各高校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必修课程有关领域已开设的、由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

教师负责建设并主讲的公共选修课程，内容可涉及哲学、历史、道德与伦理、政

治、社会学、经济、法律、形势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广东省教育行政部

门将据此编制《广东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选修课程指南》并向全省高校推

介。凡经评审入选《指南》的选修课程，课程负责人将被视作同意该门课程教学

资源在全省范围内共享。省教育行政部门将优先安排课程负责人参与全省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选修课程体系建设和教学资源开发与交流活动。 

 

（二）台湾技专院校通识教育评估活动及其采用的指标体系简介 

1．台湾高等院校通识教育的缘起和内容 

台湾高等院校全面推行通识教育是在 1984 年。当年 4 月 5 日，台湾教育主

管部门发布《大学通识教育选修科目实施要点》（下称《实施要点》），通知台湾

各大学和独立学院开始实施通识课程选修制度。《实施要点》简明扼要地指出了

实施通识教育的原因和内容。《实施要点》指出：‚当前大学教育由于分科过早，

学生缺乏本门以外的知识与研究方法，所以大学毕业生不免目光局限一隅，无法

全面观照现代知识的发展‛。通识教育的目的‚不在于灌输各学科庞杂、琐碎的

知识，而在于让学生通过这些课程，了解自身与自身（包括生理或心理之自身）、

自身与社会环境、自身与自然世界等，相互之间的种种关联，使学生生活于现代

社会而善知何以自处‛。对于通识教育课程的内容，《实施要点》明确规定为七大

学术范畴：文学与艺术、历史与文化、社会与哲学、数学与逻辑、物理科学、生

命科学、应用科学与技术。4  

1994 年，台湾颁布《大学法》。各大学依法全面获得了课程设置的自主权，

                                                        
4 黄俊杰：《战后台湾的教育与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 年，第 179-180 页。 



开始各自规划通识教育课程。至此，台湾高等院校通识教育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 

为了规范和改进高等院校的通识教育，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开始规划通识教育

评鉴。1998年到 1999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委托台湾通识教育学会分公立综合

大学、私立综合大学、师范院校、单科院校四组，开始办理高等院校通识教育评

鉴。5此后，各种各样的通识教育评鉴陆续开办。 

2．台湾技专院校通识教育评鉴及其采用的指标体系简介  

有台湾学者将台湾技职院校通识教育评鉴分为独立式评鉴和融入式评鉴两

种类型。6 

（1）独立式评鉴 

专项评鉴是专门针对台湾技职院校通识教育发展状况展开的评估。 

为了解技职校院通识教育推动执行的情况，台湾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于 2001

年委托台湾通识教育学会承办‚九十年度技职校院通识教育访视计划‛。访视计

划在 2001 年 3 月至 12月展开。访视项目包括：通识教育目标、组织及行政运作、

教学与行政资源、课程与教学、师资素质与员额、服务与推广、未来发展、自我

评鉴(量)制度；通识信息与成果之演示文稿与上网。根据这些项目，共列出了五

十四个评鉴指针。7 

2002 年，台湾教育部成立‚通识教育委员会‛，专责台湾高校通识教育的发

展。为实地了解各校办理通识教育之成效，通识教育委员会特聘请专家学者组成

通识教育评鉴小组，决定先将大学分类，针对各类型学校之特色分别拟定评鉴办

法，逐步实施评鉴。2004 年，台湾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开始实施‚大学通识教育

评鉴先导计划‛，于 2004年、2005年和 2008年分别针对成功大学、台湾大学等

七所研究型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等九所师范校的通识教育组织了三期评鉴。‚大

学通识教育评鉴先导计划‛虽然尚未对技职院校进行评鉴，但却将台湾科技大学

作为台湾一流大学纳入第三期 B类计划，进行了评鉴。 

（2）融入式评鉴 

融入式评鉴主要是指将通识教育融入到学校的总体评估之中。 

世纪之交的十余年间，台湾技职校院发展迅速。技术学院纷纷升格为科技大

学，专科学校则升格为技术学院，新设立的专科学校数量急剧增加。为了确保技

职院校的办学品质，台湾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于 2001 年颁布《技专校院评鉴实施

原则》，启动了新一轮的为期四年的评鉴。在四年中，第一年评鉴科技大学、第

二至三年评鉴技术学院、第四年评鉴专科学校的次序轮流进行。所有技职院校都

必须在四年中接受一次综合评鉴。评鉴分为行政类和专业类两个类别。通识教育

仅仅是行政类中‚教务‛指标下的若干个二级指标之一。 

2005 年，台湾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制订《技专校院评鉴访视实施原则》，又开

始了新一轮为期四年的技术院校评鉴。这一轮的评鉴在评鉴的承办机构、类别、

目的、实地考察时间、评鉴委员的遴选等方面进行了改革。通识教育只是校务综

合评鉴的一小部分，是行政类‚教务行政组‛下属的几个二级指标之一。 

2009 年，教育行政部门废止《技专校院评鉴访视实施原则》，高等技职教育

评鉴的主要依据为《大学评鉴办法》和《专科学校评鉴实施办法》。  

独立式评鉴和融入式评鉴各有其优缺点。在优点方面，独立式评鉴项目设置

较为周详，评鉴时间较充裕，评鉴委员较多，因而所获取的评鉴资料较为完整，

                                                        
5 黄政杰：《大学教育改革》，台北，师大书苑，2001 年，第 146 页。 
6 吴清山：《我国大学通识教育评鉴：挑战、对策与展望》，http://hss.edu.tw/upload/user/file/GE/961213/2%20.doc 
7 吴清山：《我国大学通识教育评鉴：挑战、对策与展望》，http://hss.edu.tw/upload/user/file/GE/961213/2%20.doc 



较能深入了解实施成效和缺失。融入式评鉴对学校的压力较小，而且不必花长时

间准备评鉴资料。在缺点方面，独立式评鉴易增加了学校的压力。融入式评鉴由

于项目设置不多，不易看出学校通识教育的实施成效及缺失。 

 

三、粤台高职（技职）院校素质教育评价指标体系之比较 

 

在将粤台高职院校（技职）院校素质评价指标体系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作了对

比之后，我们再来考察粤台高职院校（技职）院校现行的素质课程评价指标体系。 

(一)融入式评估的指标体系之比较 

如前所述，2004-2008 年间，广东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大陆教育部的安

排，采用 04 评估方案对省内几十所高职高专院校的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进行了评

估。素质教育就是接受评估的重要项目之一。现将《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

水平评估指标体系》中有关素质教育的内容单独列出（参见表 1）。 

20 世纪 70 年代起，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就开始定期对台湾技职院校进行综合

评鉴。经过数十年（特别是近十年）来不断的探索和调整，台湾已经形成了一套

比较成熟的综合评鉴技职院校的方案。通识教育就是接受评估的重要项目之一。

现将《99-103 学年度科技大学（技术学院）评鉴行政类指标》中有关通识教育

的内容单独列出（参见表 2）。 

 

表 1     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指标和等级标准（素质教育部分） 

一级

指标 

二 级

指标 

主要观测

点 

权重                     等级标准 

C（合格） A（优秀） 

教学

建设

与改

革 

素 质

教育 

全面推进

素质教育

的工作状

态和效果 

十 五

分 之

一 

能以职业素质教育为导

向，成效较明显；注意

‘两课’的教学改革和

建设并有较好的效果；

注重职业道德教育，能

有组织地开展课内外科

技、文化活动和社会实

践活动；能开展心理咨

询指导工作，关心学生

的心理健康。 

能以职业素质教育为核心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有创新、措施

得力，效果显著；‚两课‛教学

改革力度大，针对性强，效果

好；职业道德教育成效显著，

能开设一定数量的人文素质教

育必修课、选修课或讲座；有

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科技、文化活动和

社会实践活动；有心理咨询指

导机构并积极开展工作，成效

明显。 

资料来源：大陆教育部：《关于全面开展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的通知》（教高厅[2004]16号），

附件一《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方案》。 

 

 

表 2    99-103 学年度科技大学（技术学院）评鉴行政类指标（通识教育部分） 

一 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 鉴 指

标 

权重                     评鉴参考要项 



教 务

行 政

(25%) 

通识

教育 

能 配 合

办 学 理

念 及 系

所 发 展

方 向 规

划 适 切

的 通 识

教 育 及

课程。 

20% 1．配合全校办学理念，促进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

之互动与融合。 

2．通识教育之规划、特色及师生认同程度。 

3．发展通识教育所需之相关资源规划与成效（含

师资、各系所行政、设备及场地等）。 

4．针对前次评鉴（访视）建议事项处理情形。 

资料来源：《99-103 学年度科技大学（技术学院）评鉴行政类指标》，http://www.tve-eval.yuntech.edu.tw/DLFile/

公 告 版 - 「 行 政 类 」 评 鉴 指 ；《 科 技 大 学 （ 技 术 学 院 ） 评 鉴 指 针 权 重 表 》（ 行 政 类 ），

http://www.tve-eval.yuntech.edu.tw/DLFile/公告版-评鉴指针权重表.doc 

 

对比上述两个表格的内容，可以看出粤台融入式素质教育评价指标体系既有

共同点，同时，又有各自鲜明的特征。 

粤台融入式素质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共同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素质

教育均属于二级指标，在整个评指标价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偏低，不是指标体系中

的决定性因素。广东评价指标体系设 15 个二级指标，权重均为 1，其中 8 个为

重要指标，7 个为非重要指标。素质教育是虽然权重为 1，却不属于重要指标。

在台湾评价指标体系中，通识教育是一级指标‚教务行政‛下的五个二级指标之

一，‚教务行政‛在行政类评价指标体系中占 25%的权重，而通识教育在‚教务

行政‛中占 20%，对评鉴结果的影响不大。第二，均注重课程教学的实效，并设

多个指标加以考察队。 

除了上述的共同点之外，粤台融入式素质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又各自具有以下

几个方面的鲜明特征：第一，台湾评价指标体系强调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

互动和融合，体现出台湾技专院校通识教育的全人教育功能。广东评价指标体系

则将职业素质教育置于素质教育的核心地位，突出素质教育的实用价值。第二，

在广东评价指标体系中，‚两课‛被置于比较显著位置。‚两课‛是指思想政治理

论课，在大陆高职高专院校主要是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两门课程。‚两课‛在评价指标体系中的

重要地位表明，‚两课‛不仅在内容上是素质教育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对素质

教育具有政治导向作用。第三，台湾指标体系设专门指标考察学校针对前次评鉴

（访视）建议事项处理情形，而广东指标体系则没有上述内容。 

 

（二）独立式评估指标体系之比较 

在粤台高职（技职）院校独立式评估指标体系的对比中，笔者选取了《广东

省普通高等院校（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评估指标体系》（下称广东指

标体系）作为广东方面的代表，因为它是目前广东高职院校独立式素质教育评估

指标体系中比较全面和成熟的一个，而且正在广泛使用中。与此同时，笔者选取

《大学通识教育评鉴先导计划第三期 B 类计划评鉴指标》（下称台湾指标体系）

作为台湾方面的代表，因为它不仅是通识教育中纲计划在评鉴指标方面的最新成

果，而且已经被运用于兼具台湾一流大学和一流技职大学身份的台湾科技大学的

评鉴中。 

 



表 3     广东省普通高等院校（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1. 领 导 重 视

21% 

1.1责任落实 

3.科研工作 

12% 

3.1科研规划 

1.2列入议程 3.2科研立项 

1.3建设规划 3.3科研获奖 

1.4管理体制 3.4发表论文 

1.5专项经费投入 3.5发表专著 

2. 教 学 工 作

37% 

2.1 课程建设 

4.队伍建设 

16% 

4.1教师队伍建设规划 

2.2学分/学时 4.2教师队伍数量 

2.3教材 4.3教师队伍工作量 

2.4备课 4.4学生对教师的评价 

2.5听课/评课 4.5评先评优 

2.6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4.6学历结构 

2.7教学调研 4.7进修考察 

2.8实践教学 

5.保障条件 

8% 

5.1职称评聘 

2.9考试评价 5.2经济待遇 

2.10课堂教学班额 5.3教学设备 

2.11教学成效 5.4办公环境 

2.12教学管理 5.5办公设备 

2.13 学生对教学效果的评

价 
6.特色项目 6% 教学改革特色项目 

 

 

 

 

 

 

 

表 4            大学通识教育评鉴先导计划第三期 B类计划评鉴指标 

 

评鉴项目 评鉴指标 

目标与愿景 1. 明订通识教育之发展目标且目标具有明确特色。  

2. 通识教育之发展目标具有合理之理据。(理据意指，学理基础、形成程序、

或其它用以支持该目标合理性之理由。)  

3. 通识教育之目标能够与学校整体发展趋势或目标相互配合。 

4. 积极透过各种方式，使全校师生得以认识通识教育之目标及特色。 

5. 负责通识教育之专责单位对于所订立的通识教育目标，具有深刻的认识与

认同 (举凡执行办法、课程规划、师资任用..等皆以通识教育之目标为实际

指导原则)。 

组织与制度 1. 就学校整体组织章程而言，负责推动通识教育之专责单位其层级适当。  

2. 学校行政体系充分支持通识教育之运作。 

教学与行政

资源 

1. 配置足够的行政人员。  

2. 获得明确且充裕之经费。 

3. 配置数量及质量适当的图书与教学设备。 

4. 配置合理的教学、研究及办公场所。 



5. 分配给通识教育的教师员额、经费、空间实际用于通识教育。 

课程规划 1. 课程规划机制完善并切实有效的运作。  

2. 课程审查机制完善并切实有效的运作。 

3. 所规划的课程体现通识教育目标及特色。 

4. 课程规划具有适当设计原则。 

5. 课程规划适当考量教师及学生对通识课程之意见。 

6. 学生修习通识课程之要求及限制适当。 

7. 通识课程类群配置原则适当。 

8. 通识课程选课机制足以因应学生需求。 

9. 课程数量足够满足学生之需要。 

10.通识课程开课时间与各系之开课时间能够配合或有适当分配。 

11.实际开设课程符合课程规划。 

12.依据课程规划，积极鼓励或延请适当的教师开课，而非消极配合既有教师

开课。 

13.视实际需要，规划或实行校际课程、师资交换合作计画。 

14.修习跨校合作课程的学生人数适当，学习成果良好。 

教学品质 1. 各通识课程订有明确的课程大纲并于选课前上网公告。  

2. 课程大纲列有目标、进度、教法、指定阅读及参考书目、成绩考核方式等。 

3. 教学时段及教室配置合理。 

4. 通识课程学生成绩评定方式合理。通识课程学生成绩及其它课程学生成绩

两者差距合理。 

5. 确实落实教学满意度调查，并且学生对通识课程授课教师教学满意度合

理。 

6. 通识学分占毕业学分比例合理。 

7. 修课学生人数合理。 

8. 设置教学助理之相关规定合理。 

9. 挹注于通识课程教学助理之经费合理，源自于常设性经费，如学校研究生

奖助学金或校务基金。 

10.教学助理之培训机制确实有效。 

11.提升教学品质相关活动或措施之质量充足。 

12.校园环境支持通识教育的程度合理。 

师资 1. 实际投入通识教育的教师员额，足以满足通识教育课程之需求。  

2. 教师所开授通识课程，能够与其学术专长相配合。 

3. 开设通识课程之教师，教学和学术水准优良。(请就教师之学历、经历、

教学年资、与通识课程教学内容相关的研究、著作、奖助之一般情形，做综

合性评估。) 

4. 增进通识教师教学动机之措施积极、有效。(请就鼓励优秀教师开设通识

课程之制度、优良通识课程教材教法之奖励制度、杰出通识教师之遴选及奖

励制度、以及其它足以增进教师从事通识教学之动机的活动及制度，做综合

性评估。) 

5. 通识教育中心专任教师之升等及专业发展之制度与辅导措施完善。 

6. 配合理念架构中的各领域或学程之需要，征求具有跨领域背景的师资开设

跨领域课程或进行跨校合作。 



自我评鉴机

制 

1. 自我评鉴办法或规定完善，涵盖： A. 制度、师资、课程三要素； B. 针

对修课学生所做的意见调查表，了解学生对课程、老师之评价、以及 

学生的学习效果； C. 校外专家学者的实质参与。  

2. 所订定之自我评鉴办法切实有效落实。 

3. 评鉴结果的公开程度合理。 

4. 建立自我演化机制，确实依自我评鉴结果改进自身之通识教育。 

5. 合理周期内，定期实施自我评鉴。 

资料来源：《96-99通识教育中程纲要计划成果报告》，http://hss.edu.tw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粤台高职（技职）院校独立式素质教育评价指标体系既

有共同点，同时又有各自鲜明的特征。对于两者的异同，下面从几个方面来加以

分析。 

（1）关于素质教育的目标 

在广东指标体系中，几乎没有涉及素质教育目标的内容，其原因在于：该指

标体系评估的对象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属于大陆官方意识形态，仅仅是素质教

育的一部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目标是由中央决定的，因而没有体现在指标体

系中。 

在台湾指标体系中，对通识教育的目标的要求是：目标明确，特色鲜明，符

合学理和制订程序，与学校整体发展目标相互配合，让全体师生知晓，并得到学

校相关职能部门的认同和支持。 

（2）关于素质教育的管理和保障机制 

在广东指标体系中，有关素质教育的管理和保障机制指标体现在两个一级指

标（‚领导重视‛和‚保障条件‛）中。具体要求是：学校领导要落实管理责任，

将素质教育列入学校的议事日程中，对素质教育要积极建设和规划，形成制度化

的管理体制，设专项经费以改善素质教育的设备和环境，让素质教育教师职称晋

升和经济待遇方面有保障。 

在台湾指标体系中，有关素质教育的管理和保障机制指标也是体现在两个一

级指标（‚组织与制度‛和‚教学与行政资源‛）中。具体要求是：负责推动通识

教育的单位应该有适当的级别，学校行政系统要充分支持通识教育的运作，并提

供足够的人员、充裕的经费和场所。 

这说明，两个指标体系都极为重视来自学校行政机构的支持，都要求设立专

门的机构，形成相对独立的管理体制。都要求学校给予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支

持。 

（3）关于素质教育的教学内容 

两个指标体系都对素质教育教学内容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广东省指标体系

中，教学工作的权重高达 37%，超过三分之一。在台湾评鉴体系中，与课程和教

学有关的指标达到 26条之多，超过全部 49项指标的一半。两个指标体系对教学

内容的规范严格、周详、广泛，几乎涵盖了教学的每一个环节。这是两个指标体

系高度一致的部分。 

（4）关于素质教育的师资 

广东指标体系将考察的重点防灾教师队伍的建设规划、教师的数量、专任教

师的工作量、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学校对教师的评价、教师的学历结构和教师的

进修等方面。 



台湾指标体系则将考察的焦点放在：教师的数量是否能满足通识教育的需

要；教师开设的通识课程是否与其学术专长配合；教师的教学和学术水准是否优

良；激励教师参与通识教育的措施是否积极有效；通识教育专任教师的晋升和专

业发展是否完善、根据教学需要征召具有跨领域背景的教师开设课程。 

两个指标体系虽然都注重教师队伍的建设，都要求教师数量足够，学历结构，

教学和学术水平优良，鼓励教师参加进修和考察，并给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取得成

就的教师给予奖励，但有具有各自的侧重点。 

需要指出的是，广东指标体系和台湾指标体系均有对方所不涉及的内容。具

体情况是：广东指标体系重视科研工作，而台湾指标体系则没有专门指标考察科

研工作。与此同时，台湾指标体系注重‚自我评鉴机制‛，而广东指标体系中则

没有设立相应的指标。 

 

四、结语 

从总体上看，台湾技职院校通识教育评估及其所采用的评估指标体系更加全

面、成熟，并且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运行机制。十余年持续不断的评鉴，极大地促

进了台湾通识教育的发展。目前，台湾高校的通识教育管理体制值已经完全建立

起来了。台湾各高校普遍成立了通识教育中心等行政机构，建立了通识教育委员

会、通识教育课程委员会等决策或咨询机构，从而使通识教育课程的申报和审批、

每门课程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拟定、教师的遴选等已经完全规范化和制度化。

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级各类院校已经在通识教育信息的采集和整理上形成了

一套固定的运行模式。台湾已经制定了《大学评鉴办法》，更使包括通识教育评

鉴在内的各类评鉴活动法制化。 

比较而言，广东高职院校素质教育评估活动及其采用的评估指标体系显得比

较单一，仅限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对于作为素质教育主体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

广东省尚未进行一次评估。由于缺乏统一的规范，包括高等职业院校在内的广东

各高校的文化素质课程处于‚无政府‛状态。虽然各高校普遍开设了很多通选课，

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指导和规划，致使课程内容庞杂、结构混乱、质量较差、地位

低下，并导致课程的‚边缘化‛和‚次等化‛，难以赢得教师和学生的重视。而

广东省又是大陆的一个缩影。通过成立专门机构，开展素质教育评鉴活动，以推

动文化素质教育发展，已经成为一部分学者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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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nhance general education, China Mainland and Taiwan have 

conducted the evalua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th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f technology and vocation. In Taiwan, the evalua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has been conducted since 1990s and led to a great progress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China Mainland, the evalua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technological and vocational college is hold by the provinces. As an 

example, Guangdong province has achieved a great advance in this field. 

Although Guangdong and Taiwan devote much attention to general educati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curriculum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nducted in Guangdong is extremely different from the one in Taiwan. By 

comparing two kinds of evaluation, we could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aluation in Guangdong and Taiwan respectively, and give them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each oth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