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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師評鑑：量化指標的反思 
詹志禹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一、前言 

量化指標延續著邏輯實證主義的

靈魂，被誤認為象徵客觀公平，在教

師升等、績效評量及各種計畫評鑑當

中受到大量使用，但實務上，許多量

化都是主觀分派數值，不只是忽略信

度與效度問題，也導致注意力過度集

中容易量化的向度。嚴格說，量化有

助於精細切割，但也容易造成瑣碎和

價值觀窄化；量化有助於運算整合，

但也容易造成雞兔同籠並整合成四不

像的怪物。評鑑者應破除「量化比較

客觀」的假象，注意信、效度問題，

採取相對比較以便看出進步程度，避

開絕對判斷以免忽略起點的不平等，

尤其對於研究成果的評鑑方面，特別

要超越字數、篇數、期刊影響係數等

形式特性，而實質評估研究成果所突

破的觀點、解決的問題、典範的更新

以及對社會和環境的改善。 

目前高等教育當中的評鑑，主要

有三大類：1.針對各類教育計畫（例如

頂大、教卓等）之計畫評鑑，2.針對學

校管理層級之校務評鑑，3.針對各系所

或學院之「系所評鑑」。各類評鑑皆訂

有許多量化與質化指標。 

二、量化指標的哲學 

量化管理的基本模式就是：計畫

（含績效指標 KPI）→執行→評鑑。此

種管理思想一方面源自泰勒(F. Taylor)

的科學管理，另一方面源自科學哲學

中 的 邏 輯 實 證 主 義 （ logical 

positivism）。這兩種古典思想在廿世紀

上半葉的美國相當盛行，但近百年來

已遭遇無以數計的批判（Popper, 1934; 

Feyerabend, 1975; Weinberg, 2013），並

且已經有許多新典範的提出（Kuhn, 

1962; Laudan, 1977; Shapere, 1984），唯

量化績效指標的使用卻仍在高等教育

機構當中非常普遍，無論是教師升

等、績效評量或各種評鑑，量化指標

仍具高度支配性。 

在教育系統當中，許多鼓吹量化

管理的人，堅信萬事萬物皆可被測

量，卻在測量當中扭曲了事物的本

質。舉例來說，三大類教育目標（認

知、情意、技能）當中，情意目標通

常最不適合被拿來評量，因為情意或

人格經常涉及主觀情緒感受或倫理道

德認同，一旦強加評量，容易迫使受

評者作假或說謊（McGee Ng, et. al., 

2016），因為受評者必須考量自身與機

構的利益。就大學教師或專家學者來

說，可能在關懷學生、關懷社會、胸

襟氣度、學術良知等方面，都是極為

重要的特質，但如果要將這些特質量

化，難免顯得切割、獨斷、人工化而

且不自然。 

某大學將「關懷學生」納入教師

基本績效評量的指標之一，引起了

甲、乙兩人下列一段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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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如何量化「關懷學生」？ 

甲：可定一個門檻，例如每週關

懷學生至少三個人次。 

乙：為什麼定「三個人次」而不

是定更多或更少？ 

甲：這不可能找到理論基礎，但

可以由主管或由一群有權利參與某個

會議的人投票決定。 

乙：由主管決定，是獨斷，即使

民主投票決定，也是任意定奪；就算

可以忍耐一個沒有理由、任意定奪的

標準，但這個標準只量化了人次，並

沒有定義「關懷」，所以並沒有量化「關

懷」。 

甲：那可以將「關懷」定義為「以

語言或行為和學生互動，讓學生感受

到溫暖、包容和支持，並協助學生解

決問題」。 

乙：這定義聽起來不錯，但如何

量化學生對「溫暖、包容和支持」的

「感受」？ 

甲：可編一份心理測驗叫「關懷

感受量表」，裡面包含十個題目，其中

有關「溫暖、包容和支持」的題目各

有三題，再加一題總體感受，共十題，

每題皆為五點量表（一至五分），故總

分最低為十分，最高為五十分。教師

關懷學生完畢時立即施測，通過門檻

可定為：至少三個人次的平均分數必

須高於三十分。 

乙：為什麼定「三十分」。 

甲：又來了，我說過這可由權威

或投票決定…。 

乙：好，再放過一次「缺乏理性

基礎、任意定奪」的問題。那你將「溫

暖、包容和支持」編成心理測驗題目，

這樣就算合理的量化方式嗎？你可以

舉一個題目為例嗎？ 

甲：例如題目是「某某教授問起

我的學習狀況，讓我心中升起一股暖

流。」讓學生評估「同意度」一至五

分。 

乙：聽起來有點噁心，但看起來

我和學生互動時，必須注意他心中是

否有升起一股暖流。可是，某教授同

樣的行為，不同學生會有不同的主觀

感受，而且即使都同樣是「一股暖

流」，每個學生的暖流強度也不同，這

種「強度」會和他的「同意度」之間

呈現對映的關係嗎？若有，是哪一種

對映關係？線性對映或曲線對映？何

以證明？「主觀」感受的數字為何具

有「客觀性」？任何概念、任何特質

變成數字就具有「客觀性」嗎？ 

甲：這樣詰難，會陷入知識論

（epistemology）的論辯。 

乙：把量化等同於客觀化，卻不

接受知識論的反省，豈不顯得有點獨

斷。再說，使用三個題目來測量「溫

暖的感受」，夠充分嗎？多大概念範圍

的題目才算充分？如果超出上述定義

範圍之外的「關懷學生」行為，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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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打電話給家長而不是和學生直接

互動等，算不算「關懷學生」？假如

學生的心理感受不屬於上述三種，而

是其他感受如高興、羞愧、平靜等，

那麼，教師的行為算不算「關懷學

生」？又該如何量化？「關懷學生」

的概念範圍究竟應該多大才算充分？

有何理論和實證基礎（既然你要訴諸

客觀和實證）？ 

甲：如果你要設計更多測量題

目，當然也可以，很難說多大範圍才

算充分，但你要量化評鑑，就一定要

定個範圍。這些問題也許目前無法立

即解決，但我深信萬事萬物皆可被量

化，並且未來有一天終必可以提供理

論和實證基礎。 

乙：這正如有些科學家深信這宇

宙必有外星人，深信必有某些星球未

來可以讓人類移民，但真正的科學

家，不會急著抓一隻恆河猴剃光牠的

獸毛，逼我們相信牠是一個外星人，

也不會急著現在就要我們搭太空船去

移民……。 

有些事物無法被測量，若勉強測

量它，往往會摧毀它的本質，這正如

物 理 學 上 的 「 測 不 準 原 理 」

（indeterminacy principle）──「觀察」

表示有光子射到觀察對象，再反射到

觀察者的眼睛，但觀察量子的時候，

光子會改變量子的位置，所以，觀察

者無法同時決定量子的位置和動量，

換句話說，觀察者和被觀察的對象之

間具有交互作用，這些現象，在人類

社會當中其實更為普遍：當我們觀察

或測量一個人的時候，這個人會意識

到他正被測量，他的行為會和觀察/測

量者產生交互作用，他可以將被測的

特性以強化、淡化或反向反應等等，

而產生仁慈效應、趨中效應、極化效

應、說謊、亂答等結果（Meier & 

O'Toole, 2013）。 

此外，由於許多事物的量化有其

困難，就導致許多量化管理者設定容

易量化的目標為指標，忽略了難以量

化的價值層面，導致目標迷失與路線

錯誤。舉例來說，為了測量大學教師

的研究貢獻，照理說應該評估其研究

成果對於知識創造及文明發展的影

響，但這很難量化，所以，早期大學

採取「論文字數」評估研究貢獻，近

年來大學改採「論文篇數」，無非都是

設定容易量化的指標，所以，早期大

學導引了許多想要升等的教師堆砌冗

長的垃圾論文，甚至不知道發表在哪

裡；晚近的大學則導引了許多瑣碎的

研究成果，因為有些學者會將一個研

究拆解成數篇相似的論文去發表在不

同的期刊，以提高論文篇數。更可悲

的是，這樣的制度也同時培養了許多

精於算計、斤斤計較的學者。 

三、結語 

量化的本質無非就是分派數字，

但這個歷程可能充滿主觀、任意與獨

斷，除非採用信、效度良好的測量工

具。測量過程容易造成施測者與受測

者的交互作用，特別容易扭曲道德與

情意類的教育目標，除非採用真實評

量、長程觀點與自然情境觀察。量化

結果有助於精細分析、排序與比較，

但同時也可能將組織成員的注意力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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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瑣碎的價值，忽略重要而難以量化

的目標，並造成競爭和算計。所以，

高教評鑑要敏於覺察量化的極限與副

作用，將量化的比較僅限於單位或組

織自身的進步情況；尤其對於研究成

果的評鑑方面，特別要超越字數、篇

數、冊數、期刊影響係數等形式指標，

而實質評估研究成果所突破的觀點、

解決的問題、典範的更新以及對社會

和環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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