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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華語教育評鑑發展的初探 

蔡喬育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評鑑的目標是為了改善缺點，發揮優點，用在對外華語教育上，則是為了改

善對外華語教學的品質。本文認為臺灣在發展對外華語教育評鑑的同時，主管對

外華語教育行政的單位，必須通盤考慮華語教育評鑑所涵蓋的範圍，以免顧此失

彼；建立評鑑者與受評者具有對外華語教育評鑑的正確觀念；加強評鑑人員專業

技能的培訓；專業對外華語教育評鑑機構的設置，以負責評鑑的研究、規劃、設

計與實施，以提供專業評鑑人員培訓、評鑑服務及諮詢等；明確對外華語教育評

鑑制度和可依循的評鑑指標，讓受評單位有所是從；實施追蹤評鑑與後設評鑑，

確保評鑑後的缺失獲得改善，並不斷地自我評鑑與改進等。 

關鍵詞：教育評鑑、對外華語教育評鑑、對外華語教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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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development of evaluation 

for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education 

Cai, Qiao Yu 
Assistant Professor,Dept.of Language and Literacy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Evaluation for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education means evaluating institutes 

of TCSL/ TCFL, pedagogy, curricula, and so on. The objective of evaluation is to 

improve and gain ground, so is evaluation of TCSL/ TCFL. When developing the 

mechanism of evaluation for TCSL/ TCFL, some key point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paper, including what the evaluation for TCSL/ TCFL is must be defined clearly, 

the correct concepts on the evaluation must be instilled to raters and ratee, rat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must be enriched, professional institutes for evaluating 

TCSL/ TCFL must be sited, and so on, so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evaluation may be 

promoted. 

Keywords: education evaluation, evaluation for TCSL/ TCFL, institute of TCSL/ 

TC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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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對外華語教育發展興起於 1950 年代，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開放，從原

本的政治、文化因素而學習華語的外籍人士，轉為以經濟因素為考量而學習華語

者越來越多，也帶動了全球華語學習的熱潮。在中國大陸，對外華語教育發展主

要分為三的時期（程裕禎，2005）： 

一、事業開創時期，時間從 1950年至 70 年代後期； 

二、學科確立時期，時間從 1970年代末至 80年代末； 

三、學科發展和深化時期，時間從 1980年代末至 90年代末。 

在台灣，於 1951 年代就開始推動普及華語文的工作，讓外國人學習華語文

並了解中華文化，迄今已有 60 年之久（何福田，2013；賴明德，2013）。在這

60年間，大致可分為五個時期（賴明德，2013）： 

一、奠基期（1951-1971），以外籍傳教士為傳教而學習華語； 

二、開展期（1972-1973），民間團體開始對華語教育的投入； 

三、增長期（1973-1995），各大學院校的華語文教學中心的設立； 

四、成熟期（1995 年迄今），各大學院校的華語文教學系所的設立； 

五、精進期（2001 年迄今），政府政策的訂定與實務的推動。 

從以上發展可見對外華語教育日益蓬勃，確立對外華語教育為一門專業學

科，為培育專業華語師資，豐富學術研究而建立正規體制的華語師資培育單位，

更為推動對外華語教育永續發展而努力。只是對於這一新興的學科領域，同時面

對彼岸強大的競爭壓力，臺灣如何在 2013 啟動了邁向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

八年計畫後，成功地打造屬於臺灣的對外華語教育特色，成為全球對外華語教育

的重鎮，是值得深思探究的課題。 

雖然評鑑使人神經緊張（Scriven, 1973），但其益處在於能針對組織內的人、

事、物進行相關資料的搜集，進一步分析及提供分析的結果，以期成為改善品質

或瞭解實施成效的依據，更重視藉由評鑑讓組織能檢視、評估自身內外部的優

勢、劣勢、機會與威脅，打造屬於自己的特色品牌形象。因此，為能改進對外華

語教育的品質或做為品質判斷的依據，發展屬於臺灣的對外華語教育特色，本文

旨在探討針對教育評鑑的意義、重要性、功能、教育評鑑的步驟、模式，以及遭

遇到的困境等，以此作為對外華語教育評鑑發展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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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育評鑑的意義、重要性與功能 

一、教育評鑑的意義與重要性 

評鑑是健全的專業服務最基本的構成要素之一，蘇錦麗（2003）認為教育評

鑑是有系統地採用各種有效方法，搜集屬質與屬量資料，對照評鑑準則，判斷任

一教育物件的價值或優缺點的過程，將其結果做為教育決策之參考。在範圍上，

教育評鑑往往被劃分為方案評鑑與人員評鑑兩部分，但在過去，教育評鑑被窄化

為校務評鑑，直到臺灣九年一貫課程的推動，課程評鑑才漸漸受到重視（潘慧玲，

2003）。在國外，例如英國，其教育評鑑是與課程發展結合在一起的；在美國，

則較常採用的是方案評鑑一詞，多半針對大的教育政策或者大型的推動計畫所進

行的評鑑。 

教育評鑑重要的原因在於：（1）學校教育影響著數百萬人的生活；（2）學校

教育事關數千億元的教育經費（Guthrie & Reed, 1991）。從教育計畫、預算與評

鑑循環圖表可知，教育評鑑在教育行政體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圖 1 教育計畫、預算與評鑑循環圖表 

資料來源：Guthrie & Reed（199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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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圖 1所示，評鑑可分成四種形態：1.針對方案與預算核查進行評鑑，旨在

瞭解預算是否能按計劃執行；2.針對經費預算能否達成方案目標，資源的分配是

否充足，進行適當的分析；3.方案的評鑑，即探討方案目標是否得當，是否存在

未被發現的影響因素等；4.預測的功用，即針對長期目標是否合適、是否具有真

實性進行評鑑，瞭解環境變遷是否影響策略目標的改變等。上述分析，不僅可以

確切理清評鑑的意義、範圍，更有助於我們清楚地意識到教育評鑑在整個方案計

畫執行過程中的重要性。因此，評鑑的目的不僅在於探究方案計畫執行的結果，

還包含計畫目標的制定、預算的編列是否合適及執行力度和計畫執行的成效等。 

二、教育評鑑的功能 

在教育評鑑上，針對不同的物件，具有不同的評鑑功能。鄭崇趁（2002）以

校務評鑑為例，認為學校進行校務評鑑具有六大功能，分別為：檢核、診斷、比

較、預測、輔導與發展。歐宗智（1996）則認為不論是哪種教育評鑑，最終的目

的都在改進教育的實施，具有診斷、改進教育實施和促進教育人員專業進修的功

能。 

雖然教育評鑑對於機構、人員都有正向診斷、協助改善的功能，但如果教育

評鑑未能揮發其功能，反而淪為一種形式或造成人員的反彈與困擾，有違教育評

鑑的目標與功能，值得深思與檢討。 

參、教育評鑑的步驟與模式 

遊進年（2003）指出教育評鑑包括自我評鑑、訪問評鑑及追蹤改進三個階段。

自我評鑑，是指學校內部進行自我評鑑，以發現優缺點；訪問評鑑階段是透過專

業人員的能力，配合評鑑標準與自我評鑑報告實施外部評鑑，瞭解受評者教育目

標達成的程度；追蹤改進階段，即促成受評者後續不斷地進行自我評鑑，達成預

期的目標。 

雖然依據教育評鑑目的的不同、搜集資料的方式不同、程式也有所不同，但

其過程與方式大致不會脫離確定目標、設計與方法的運用、測量、追蹤測量這幾

個步驟（Guthrie & Reed, 1991）。黃光雄（2003）則提出另一個重要的評鑑步驟-

後設評鑑，即主張在發現評鑑的問題後，應重視評鑑後的檢討，藉以改進評鑑的

品質。後設評鑑的內容包括評鑑的規劃、評鑑的設計、評鑑的實施及評鑑結果的

應用等。此與上述的追蹤測量的概念具有關聯性。 

在教育評鑑的模式上，不同的模式所依據的哲學基礎就有所不同，本文就不

同的教育評鑑模式進行分析與比較（表 1）。 

表 1 六種評鑑模式的發展緣起及其所強調的重點與步驟 

評鑑模式 發展緣起 強調的重點 評鑑步驟 

目標導向模式 1930 年代  

R. W. Tyler 

確定目標及決定方

案目標所達成的程

度 

1.將目的或目標加以分類 

2.用行為術語定義目標 

3.尋找能顯示目標達成的情

境 

4.發展或選擇測量的技術 

5.搜集表現資料 

6.將表現的資料與行為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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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作比較 

經營導向模式 D. L. 

Stufflebeam 的

CIPP 模式 

著重在資料的搜

集，以滿足決策者作

決策時的需求 

有背景、輸入、過程及結果

四個步驟 

參與者導向模

式 

1970 年代質性

研究的傳統 

強調以整體方式瞭

解評鑑情境 

以自然探究的方法，側重方

案參與者的聲音 

專家意見導向

模式 

美國的認可制

度 

專家對於評鑑對象

進行專業判斷 

主張評鑑是一個自

願的過程 

由非官方學術團體采同僚評

鑑與自評的方式進行，程式

包括： 

1.公佈標準 

2.機構的自我研究 

3.外部評鑑小組 

4.實地訪評 

5.提出報告等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潘慧玲（2002）：28-29。 

肆、臺灣教育評鑑的困境 

教育評鑑的功能未能正常發揮，就可能造成機構與人員的困擾。Nevo（1995）

歸納出教育評鑑可能面對的十個問題：評鑑的意義、功能、物件、所搜集的資訊、

判斷評鑑的價值與標準、服務的物件、過程、方法、評鑑人員及後設評鑑的標準

等。在臺灣，教育評鑑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困境，可歸納為以下幾種情況：1.

缺乏對教育評鑑正確的認識，以及人員對評鑑的排斥與抗拒；2.人情網路交織綿

密，會影響評鑑的客觀性；3.評鑑者的專業知能會影響評鑑結果的信服度；4.教

育評鑑未顧慮到各校的基本差異；5.教育評鑑缺乏後設評鑑；6.教育評鑑被窄化

為校務評鑑（遊進年，2003；歐宗智，1996；潘慧玲，2003）。 

對此，黃光雄（2003）認為首要之務就是專業評鑑人才的培養，評鑑專業能

力的養成（包括人際和諧能力及評鑑專業能力）與制度的配合及追蹤指導。潘慧

玲（2003）則認為臺灣整體的教育評鑑必須從理清評鑑概念做起，進而落實評鑑

專業人才的培育、評鑑專業機構的建立。此外，學術領域應重視教育評鑑的相關

研究，方能吸引更多人對教育評鑑的重視與投入。 

伍、臺灣對外華語教育評鑑發展的理論基礎與建議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對外華語教育評鑑發展的機制上，不應局限在對外華語

教育活動的某個面向上的評鑑，整個歷程必須包括對外華語教育機構、組織的評

鑑、對外華語教育課程的評鑑、對外華語教學的評鑑及對外華語教育方案的評鑑

等。然而，現今對外華語教育領域，展開評鑑工作的主要是正規教育體系中的華

語教學系的評鑑，以及華語教程的評鑑，至於對外華語推廣教育班、華語師資培

訓班等、對外華語教育補習班等方案、活動，實屬非正規教育體系機構，尚未受

到相當程度的重視，更不要說評鑑，故整體而言，整個對外華語教育評鑑制度並

未有系統化的實施概念和具體措施。為避免對外華語教育的評鑑落入形式，或造

成更多人員的抗拒與排斥，對外華語教育評鑑的機制必須以過去教育評鑑工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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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困境為借鑒，並參照教育評鑑的標準、評鑑的模式與步驟，以全面性、多元

性的觀點，依據對外華語教育的特性與原理原則，來規劃對外華語教育評鑑制度

與模式。 

就教育行政理論來看，對外華語教育評鑑制度更有其發展的必要性。因此，

本文試從科學管理理論、科層體制理論、系統理論、激勵理論及全面品質管制理

論等幾個層面來分析對外華語教育評鑑制度的發展方向，並歸結出對外華語教育

評鑑發展的幾點建議。 

一、對外華語教育評鑑發展的理論基礎 

（一）科學管理理論 

科學管理理論主要強調績效，希望能在短時間內，盡可能提高工作效率，著

名的目標導向評鑑模式就是起源於 R. W. Tyler 的科學管理，其在評鑑上的運用，

重視目標的達成度，其評鑑的步驟如表 1所示。此外，運用科學的評鑑方法，則

能有效避免評鑑者主觀與偏見對評鑑結果的不利影響。 

（二）科層體制理論 

科層體制理論主張清楚地劃分權威層級，並明文規定組織成員的權利與義

務。科層體制強調組織中的專業分工、層級節制與理性法制的觀點，若將之運用

在對外華語教育中心的營運上，對外華語教育工作者都能清楚掌握自我的工作職

責，並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所需的資源。換句話說，在科層體制的對外華語教

育組織中，若決策者能妥善運用評鑑制度，瞭解組織中的優缺點，進而作適當的

改善與提升，則有助於組織內各層級在職權內發揮專業特長、分層負責。 

（三）系統理論 

系統理論主張兼顧組織靜態與動態的層面、精神與物質獎懲、組織目標與成

員需求的達成一致，並重視組織的整體性與革新適應。因此，系統理論應用在對

外華語教育行政上，可知對外華語教育教師教學方法上必須求新求變、對外華語

教育工作者必須瞭解華語學習者的個別差異性及學習情境，方能瞭解華語學習者

的需求、開發合適的教材、提供合適的華語學習情境與輔導機制。因此，透過對

外華語教育評鑑的過程與結果報告的提供，有助於對外華語教育決策者制定合適

的對外華語教育目標、教材、教法與課程，並選聘適當的對外華語教育工作者等。 

（四）激勵理論 

激勵理論應用在對外華語教育行政上，主張利用激勵的機制來激發對外華語

教育工作者及華語學習者的潛能，滿足大家安全、尊嚴、自我實現的需求；在行

政管理上，則採用人性化、權變式、參與式的領導與管理，激發大家共同為達成

目標而努力。換言之，激勵理論主張對外華語教育評鑑應當重視評鑑所呈現優點

的結果，評鑑是個找到優點的過程，主要在運用激勵的方式，讓大家朝共同的目

標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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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面品質管制理論 

從全面品質管制理論來看對外華語教育品質的提升，主張教育機構必須滿足

華語學習者的需求，且教育的結果需符合學習者及社會的期望，故需要不斷地改

進對外華語教育的方法與內容，方能達成預期的教育目標。對於華語教育機構和

人員來說，要能掌握華語學習者的需求和社會的期望，並將之結合到華語教育目

標與過程當中，而華語教育機構必須適時、持續地進行評鑑，搜集相關訊息，以

為決策者制定決策提供一定的依據，促使機構的教育目標、教材、教法及課程方

案等，都能符合華語學習者的需求，並符合社會的期望。換言之，為了有效提升

對外華語教育品質，評鑑具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與價值。 

二、對外華語教育評鑑發展的建議 

事實上，對外華語教育評鑑的發展不能只依賴單一的理論，主要原因是對外

華語教育評鑑的範圍甚廣，而且對外華語教育評鑑亦不能只依賴一種方法論，因

為評鑑的方式愈多元，則所搜集資料愈豐富，評鑑的結果就愈準確、愈具有可信

度。為避免對外華語教育評鑑流於形式、遭到相關人員的抵制、抗拒、違反評鑑

的目標，本文茲就提出幾點建議，以為對外華語教育教育評鑑的發展提供一定的

參考： 

（一）建立評鑑者與受評者具有對外華語教育評鑑的正確觀念 

唯有建立評鑑者與受評者具有對外華語教育評鑑的正確觀念，例如學科的

本質、師資培育的目標與方向、教學的對象等，方能避免與中國語文學、本國語

文教育等學科領域混為一談，以落實可信有效的評鑑制度，確保評鑑的結果達到

可行、適用、正當且精確的標準，免除評鑑結果受到評鑑者個人主觀與偏見的影

響及預防受評者流於比較與計較。 

（二）主管對外華語教育行政的單位，應通盤考慮教育評鑑所涵蓋的

範圍，以免顧此失彼 

因為在全面性的考慮之下，方能使對外華語教育評鑑的專案與類別得以整

合，避免造成各華語教育機構人員的壓力。 

（三）提升對外華語教育評鑑人員的專業技能 

評鑑人員是否稱職足以影響評鑑的結果及成效，因此，評鑑人員在評鑑之

前，必須對於所評鑑的內容及受評物件有充分的瞭解，並要能確實掌握評鑑的功

能及評鑑的標準與步驟。例如在實施訪問評鑑時，應具有人際和諧溝通的能力、

懂得運用質與量的方法、成本效益分析、資料的掌握、評鑑報告的設計與呈現等

能力。因此，唯有受過專業培訓的評鑑人員，方能確保評鑑結果與品質，才能達

到評鑑的目標。 

（四）設置對外華語教育專業評鑑機構 

設置對外華語教育專業評鑑機構之目的在於負責評鑑的研究、規劃、設計

與實施，提供專業評鑑人員培訓、評鑑服務及諮詢等。事實上，針對不同的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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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與評鑑內容，評鑑的方式應有所差異。因此，唯有多元的評鑑方法方能獲得

最適當的資訊，故專業評鑑機構確實有設置的必要性。 

（五）明確對外華語教育評鑑制度和可依循的評鑑指標 

雖然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已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建立

華語文教育品質管理機制，針對華語文教學系所及學位學程、華語文中心、臺灣

短期語文補習班等訂定評鑑指標，並於 2013年 11月舉辦公聽會，其中針對華語

文教學系所及學位學程訂定專業品質、課程結構、服務與設備三個領域基本核心

指標，前瞻發展品質領域為前瞻性指標；針對後兩者則訂定組織目標與行政運

作、師資與教師專業發展、課程設計與教學、學生學習與與輔導、教學環境與資

源五大向度指標（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2013）。然 2014 年 8 月 26

日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主辦 104 年度大

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施計畫說明會，訂定「目標、核心能力與

課程」、「教師、教學與支持系統」、「學生、學習與支持系統、「研究、服務與支

持系統」、「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五大項目指標（教育部、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基金會，2014），而華語文教學系所亦為受評的適用對象。雖然各向度下的細向

指標有所異同，但一次評鑑所耗人力、物力、時間等相當高，評鑑結果也攸關受

評單位的名譽、形象及未來的發展，但筆者當天與會，於說明會後的討論時間，

發言請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人員：「對於目前所制訂這兩套評鑑標準，未來受評

的華語文教學系所、學位學程、華語文教學碩、博士班應依循為何？」所獲回覆

卻是負責的中央單位尚無法明確表示若接受國際及兩岸教育司訂定的評鑑，是否

可免除高等教育司方面的評鑑，反之，且尚在協商中。 

在評鑑工具的選用上，應該要因時、因地、因人、因事制宜，但依循方面

尚未明確，就往往會形成很大的局限與錯置，並造成所搜集的資料有偏誤

（Cranton，1989）。因此，專職的中央機構應盡早明確對外華語教育評鑑制度和

可依循的評鑑指標，才不致於使受評單位現入無所適從的窘境。 

（六）實施追蹤評鑑與後設評鑑 

對外華語教育行政機關必須定期追蹤考核，以確保評鑑後的缺失獲得改善。

此外，對外華語教育行政機關也應該在評鑑後組成項目研究小組，針對評鑑的總

體實施情形進行討論，去蕪存菁，以求得更好的發展。 

總而言之，為避免對外華語教育評鑑的發展流於形式，如同一般教育評鑑般

成為受評鑑者的惡夢，並遭到行政人員的抵制、抗拒，在發展對外華語教育評鑑

的同時，應注意到：主管對外華語教育行政的單位，必須通盤考慮華語教育評鑑

所涵蓋的範圍，以免顧此失彼；建立評鑑者與受評者具有對外華語教育評鑑的正

確觀念；加強評鑑人員專業技能的培訓；專業對外華語教育評鑑機構的設置，以

負責評鑑的研究、規劃、設計與實施，以提供專業評鑑人員培訓、評鑑服務及諮

詢等；明確對外華語教育評鑑制度和可依循的評鑑指標，讓受評單位有所是從；

實施追蹤評鑑與後設評鑑，即對外華語教育行政機關必須定期追蹤考核，以確保

評鑑後的缺失獲得改善，並不斷地自我評鑑與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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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本文透過對教育評鑑的意義、重要性、功能、步驟、模式與困境的探討，進

一步明確了對外華語教育評鑑制度的發展方向，並提出了幾點建議。事實上，透

過對對外華語教育目標、行政機構與組織、教學、課程等的評鑑，不僅有助於對

外華語教育人員專業技能的發展、對外華語教育資源的整合、對外華語教育機構

的有效營運等，落實對外華語教育評鑑，更能促使我國對外華語教育的發展更具

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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