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主要說明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實施程序與

資料處理。全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述明研究架構，第二節羅列研究對象，

第三節介紹研究工具，第四節說明本研究之實施程序，第五節敘述本研究

所採用之資料分析方式。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透過文獻探討瞭解「大學教學評鑑基本理論」、「大學教學

評鑑相關研究」和「國外大學教學評鑑之設計與執行情形」。其後分析我

國公立大學教師教學評鑑辦法及相關規定，以歸納出我國公立大學目前所

採用之教師教學評鑑作法。接著，同步進行結構式訪談和德懷術專家問卷

調查，以瞭解我國公立大學教師教學評鑑之優缺點，進而發展理想之大學

教師教學評鑑項目與指標及評鑑實施方式，最後提出提升我國當前大學教

師教學評鑑作法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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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研究架構圖

結構式訪談 

德懷術專家問卷調

文件分析 

大學教師教學評鑑項目與指標及實施方式

 大學教師教學評鑑項目與指標 

 大學教師教學評鑑人員 

 大學教師教學評鑑方式 

 大學教師教學評鑑流程 

 教學評鑑目的 

 教學評鑑內容 
 教學評鑑方式 

 教學評鑑時間 

 教學績效所佔比重 

 教學評鑑結果之使用 

 教學評鑑執行單位 

我國公立大學教師教學評鑑作法分析

我國公立大學教師教學評鑑執行情形 

 教學評鑑的人員方式及內容 

 教學績效的比重 

 接受教學評鑑所面臨之問題 

 教學評鑑與教學品質之關係 

 採用同儕評鑑之見解 

 採用畢業校友評鑑之見解 

 公開教師教學評鑑結果之見解 

 對教學評鑑作法規劃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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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文件分析法、訪談法和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以進行研究，

研究對象如下： 

壹、文件分析對象 

本研究主要分析之文件範圍，包括 41 所公立大學所訂定之教學評鑑

辦法、教師評鑑辦法、教師升等辦法、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優良

教學教師評選辦法、教學意見調查表等內容。主要著重於教學評鑑目的、

教學績效佔整體教師績效之比例、教學評鑑方式、教學評鑑時間、教學評

鑑結果之使用、教學評鑑執行單位、教學評鑑內容等部分進行分析。 

貳、訪談對象 

訪談對象包括我國公立大學執行教師教學評鑑之行政主管、委員、各

校受評教師和進行教學評鑑之學生，以瞭解執行情形，並蒐集研究所需資

料數據。受訪對象共 18 名，其中教師 15 名，學生 3名。15 位教師分別於

我國 15 所公立大學任教，專長領域含括文、理、法、商、醫、農、工、

社科、藝術、傳播、電資、運管、教育、生命科學、體育等，受訪者背景

包括推行教學評鑑或教學專業發展之單位主管、曾獲得大學教學優良獎項

教師及教學卓越優良者，受訪學生皆為各大學學生會會長。詳細受訪人員

名單請見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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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受訪人員名單 

編號 領域 姓名 服務學校 系所 職稱 

1.  工學院 王大銘 國立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教授 

2.  電機資訊學院 吳誠文 國立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兼院長 

3.  電資學院 李育杰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助理教授 

4.  理學院 林弘萍 國立成功大學 化學系 副教授 

5.  商學院 郭炳伸 國立政治大學 國際貿易學系 教授 

6.  農資學院 郭美華 國立中興大學 昆蟲學系 副教授 

7.  文學院 郭章瑞 國立中央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副教授 

8.  牙醫學院 張國威 國立陽明大學 牙醫學系 教授 

9.  教育學院 張德勝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 國民教育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10.  運管學院 黃寬丞 國立交通大學 運輸科技與管理學系 助理教授 

11.  傳播學院 廖金鳳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 電影學系 副教授兼主任

12.  體育學院 潘義祥 國立中山大學 通識教育中心 助理教授 

13.  法學院 施慧玲 國立中正大學 法律學系 教授 

14.  藝術學院 賴美鈴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音樂學系 教授 

15.  生命科學院 蕭泉源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 教授兼主任 

16.  學生代表 學生 國立臺灣大學 學生會 會長 

17.  學生代表 學生 國立政治大學 學生會 會長 

18.  學生代表 學生 國立中央大學 學生會 會長 

註：依據受訪者姓氏筆畫依序排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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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對象 

本研究邀請 10 位專家學者組成德懷術專家小組，以進行德懷術專家問

卷調查。主要目的乃發展大學教師教學評鑑實施方式，包括教學評鑑之項

目與指標、評鑑方式、評鑑人員和評鑑流程。因此選取德懷術專家樣本時，

以具備教師教學評鑑專業知識和實務工作經驗者為主，專家學者來源包括

於教學評鑑領域學有專精者和具備大學教學評鑑豐富經驗之實務工作

者。本研究所組成之德懷術專家小組共計 10 位成員，依姓名筆畫羅列於

專家小組名單如表 3-2： 

表 3-2  德懷術專家小組委員名單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1.  王如哲 致遠管理學院 教授兼副校長 

2.  沈姍姍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教授 

3.  吳政達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行政與政策研究所 副教授兼所長 

4.  林天祐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教育行政與評鑑研究所 教授 

5.  孫志麟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理學系 副教授 

6.  張奕華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行政與政策研究所 助理教授 

7.  郭昭佑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教授 

8.  楊  瑩 淡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9.  戴曉霞 國立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教授 

10.  蘇錦麗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教授兼教務長 

註：依據委員姓氏筆畫依序排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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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之結果發展所需之訪談大綱和德懷術專家問卷，

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工具。 

壹、文件分析統計表 

文件分析統計表主要用以分析歸納 41 所公立大學所訂定之教學評鑑

辦法、教師評鑑辦法、教師升等辦法、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優良

教學教師評選辦法、教學意見調查表等內容。著重於教學評鑑目的、教學

績效佔整體教師績效之比例、教學評鑑方式、教學評鑑時間、教學評鑑結

果之使用、教學評鑑執行單位、教學評鑑內容等部分進行次數統計和執行

方式之歸納分析。 

貳、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主要用以瞭解目前我國公立大學於實施教學評鑑時所遭遇之

問題和困難，以及採用教師同儕評鑑、校友評鑑和公開教學評鑑結果等作

法之適切性。主要訪談內容包括教學評鑑的人員方式及內容、教學績效的

比重、接受教學評鑑所面臨之困擾和問題、教學評鑑與教學品質之關係、

採用同儕評鑑之見解、採用畢業校友評鑑之見解、公開教師教學評鑑結果

之見解，以及對教學評鑑作法規劃之建議等。依受訪人員身分之不同分為

大學教師和大學學生兩份訪談大綱，以提供兩種身分受訪者使用。教師訪

談大綱詳如附錄二，學生訪談大綱詳如附錄三。 

參、德懷術專家問卷 

 德懷術專家問卷主要用以蒐集專家學者對於大學教師教學評鑑實施方

式之意見，內容包括大學教師教學評鑑項目與指標、評鑑人員、評鑑方式

和評鑑流程等相關問題，第一次至第三次之德懷術專家問卷內容詳如附錄

五至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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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進行文件分析、深度訪談、實施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之程序茲分

述如下： 

壹、進行文件分析 

   本研究採用文件分析法以瞭解目前我國公立大學教師教學評鑑之作

法。茲分從文件資料蒐集、文件內容分析、分析結果彙整三部分說明分析

程序： 

一、文件資料蒐集 

    本研究者至國內 41 所公立大學學校網站收集各大學之教學評鑑辦

法、教師評鑑辦法、教師升等辦法、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優良教

學教師評選辦法、教學意見調查表等相關辦法和評分標準，並將各辦法所

刊載之網址依序列表。若網站上沒有刊載，則一一以電話方式詢問各大學

秘書室、人事室、教務處等單位，以搜集相關辦法和教學意見調查表內容。 

二、文件內容分析 

    待文件蒐集齊全，便開始進行文件分類，並製作分析表格，將各校辦

法內容之規定，製作成比較表或摘要表，並進行次數統計，以作為分析之

依據和參考。並將各校之辦法規定進行比較，將重要特色、共同處和差異

處列點說明。 

三、分析結果彙整 

    因各校相關辦法繁多，一一進行比較之後，所獲得之比較結果甚多，

因此再進一步將比較結果進行彙整，以抽取出最精華之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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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進行結構式訪談 

本研究採用結構式訪談以瞭解國內公立大學師生對於當前教學評鑑作

法之意見，以及對於採用教師同儕評鑑、校友評鑑和公開教學評鑑結果以

做為學生選課參考之想法。茲從設計訪談大綱和進行結構式訪談兩方面說

明研究執行程序： 

一、設計訪談大綱 

依據大學教學評鑑相關文獻之分析結果，設計本研究所需採用之「大

學教師教學評鑑訪談大綱」，依受訪人員身分之不同分為大學教師和大學

學生二類型訪談大綱，以提供二種身分之受訪者使用。 

二、進行結構式訪談 

「大學教師教學評鑑訪談大綱」設計完成後，隨即抽樣訪談對象，包

括 15 位分別於我國 15 所公立大學任教之教師，和 3位公立大學學生會會

長，共計 18 位受訪者。於訪談前事先取得受訪者同意後，再以面談或電

話訪談之方式進行約三十分鐘之訪談，過程中進行錄音，訪談結束後進行

訪談稿之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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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實施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 

本研究採用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以發展大學教師教學評鑑之實施方

式，包括教學評鑑之項目與指標、評鑑方式、評鑑人員和評鑑流程。茲從

設計德懷術專家問卷、組成德懷術專家小組和進行德懷術問卷調查三分面

說明研究執行程序： 

一、設計德懷術專家問卷 

 依據大學教學評鑑相關文獻、相關研究、國外作法以及各公立大學教

學評鑑相關辦法之分析結果，歸納出最多學校採用之評鑑項目與指標，以

及國內外皆重視之教學評鑑方式，並參考國內公立大學教師升等及教師評

鑑之流程設計大學教師教學評鑑實施流程，將以上所得資料設計本研究所

發展之大學教師教學評鑑項目與指標及實施方式，作為德懷術專家問卷之

基本調查內容。 

二、組成德懷術專家小組 

本研究邀請 10 位專家學者組成德懷術專家小組，以進行德懷術專家問

卷調查。本研究採用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之主要目的，乃在發展大學教師

教學評鑑之實施方式，因此選取德懷術專家樣本時，以具備教師教學評鑑

專業知識和實務工作經驗者為主要考慮對象，本研究專家學者小組來源包

括於教學評鑑領域學有專精之專家學者和具備大學教學評鑑豐富經驗之

實務工作者。 

三、進行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 

本研究共進行 3 回合專家問卷調查以取得所有專家學者之共識。於德

懷術專家問卷調查進行前先以電話和每一位專家學者取得聯繫，詳細介紹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進行程序、問卷內容和作答方式，取得專家學者同意

參與後始進行德懷術問卷調查。每次問卷調查以郵件、電子郵件或親自遞

送方式送交問卷及填答說明等相關資料，專家學者填答時以匿名方式對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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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問題進行判斷並提供建議。每次問卷全數回收後，隨即進行資料處理分

析，並依據專家學者意見修改原始問卷。下一回合問卷中將呈現上一回合

問卷之統計資料及增刪項目，以供專家學者參考並進行新一回合問卷之填

答。最後所有專家學者對於大學教師教學評鑑實施方式達成共識。3 回合

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內容如下： 

（一）第一回合問卷調查：獲取大學教師教學評鑑之實施流程和評鑑項目

與指標適切性初步意見 

    第一回合問卷主要獲取大學教師教學評鑑項目與指標及實施流程是

否適切之初步意見。讓委員勾選項目與指標之「適用」、「修改」或「刪除」，

並填寫修改之意見，以瞭解各評鑑項目與指標及實施流程之適切性。 

（二）第二回合問卷調查：調整大學教師教學評鑑項目與指標，並納入評

鑑人員和評鑑方式，以獲取專家第二次之意見 

 第二回合問卷主要整合大學教師教學評鑑項目與指標、評鑑人員、評

鑑方式和評鑑流程，並取得各專家學者之意見。依據第一回合專家問卷調

查結果調整原發展之大學教師教學評鑑實施方式，並提供第一回合之統計

結果和意見彙整，請各專家再次提供評鑑作法和內容適切性之意見。 

（三）第三回合問卷調查：取得大學教師教學評鑑項目與指標之共識並進

行教學項目與指標權重之分析 

第三回合問卷主要取得大學教學評鑑項目與指標及評鑑作法之共識，

並收集各專家對於評鑑項目與指標相對權重之意見。除依據第二回合問卷

調整大學教師教學評鑑實施方式之外，更設計階層分析法之相對權重題

型，以收集各專家學者對於各項目與指標相對權重之分配，希冀由三次專

家問卷調查取得評鑑人員、評鑑方式、評鑑項目與指標、評鑑流程等實施

方式之共識。 

    

 

 156



第五節  資料處理 

本部分主要說明透過文件分析法、訪談法和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所獲

得資料之處理方式，以作為提出研究結論和建議之基礎。 

壹、文件分析法 

   文件分析所獲得之資料，皆進行數據列表和次數統計，以作為分析之

依據和參考。各校之辦法規定亦進行比較，將各校重要特色、共同處和差

異處摘述列點說明。 

貳、訪談法 

每次訪談所蒐集之資料將整理成訪談逐字稿，訪談內容以經過彙整分

析後之資料進行呈現，並以代號代表不同受訪者，受訪者之代號採隨機方

式進行編擬，教師群體為 A群，由 01 至 15 進行編碼；學生群體為 B群，

由 01 至 03 進行編碼。訪談內容進行彙整分析，以統整出所有受訪人員之

共識和具體建議。 

參、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法 

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所蒐集之資料，將進行開放意見之質性分析與回

收數據之量化分析。於質性意見方面，以列點列表方式呈現，於量化數據

方面，因本研究之德懷術專家小組僅 10 人，故僅進行次數統計以呈現各

選項分布情形。至於評鑑項目與指標相對權重之統計分析部分，則採用階

層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ical Process，簡稱 AHP），以專家選擇（Expert 

choice 2000）統計軟體進行統計分析。 

所謂階層分析法乃將與決策有關聯之各個要素，採階層構造方式加以

掌握，盡可能採納所有形成對立的概念，使尺度不同的要素間能相互比

較，以處理人類知覺偏好方面的問題。亦即藉由群體討論方式，匯集各方

意見，將問題化成簡明要素的階層系統，以名義尺度作要素的成對比較，

予以量化後建立成對比較矩陣，進而求得特徵向量代表階層內要素的優先

順序，再以特徵值來評斷各個成對比較矩陣的一致性強弱程度。最後將關

連階層串連起來，算出最低階層要素對整體系統的優先程度，此優先程度

可提供決策者進行整體判斷，以獲得較合理正確的決策（吳政達，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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