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本章主要說明本研究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問題、名詞解釋、

研究方法、研究步驟、研究範圍和研究限制。全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述

明研究動機和研究目的，第二節羅列研究問題並解釋名詞定義，第三節說

明研究方法和研究步驟，第四節說明研究範圍和研究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和研究目的 

高等教育為我國近年來教育政策重要發展方向之一，於教育施政主軸

上強調增進高等教育品質，結合國際發展趨勢，追求世界級的研究與教

學。伴隨國內高等教育快速且大量的擴充，高等教育的品質及內涵受到各

界的重視與關切，如何在提供國人多元豐富的高等教育資源之餘，仍能維

持良好的教學品質以培育優秀的專業人才，為當前重要的課題。 

壹、研究動機 

教學、研究、服務為大學三大主要使命與功能，我國對於大學研究功

能的著重促使大部分學校偏重教師研究能力的培養及研究產出的要求，對

於教學及服務部分的著墨和重視度偏低。然而，大學肩負專業人才培育及

專業知識傳授兩大重要任務，如何提升大學教學品質著實重要。因此，本

研究基於下列研究動機著手進行研究： 

一、我國近年來積極推動高等教育評鑑工作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之民國95至99年五年發展計畫書

指出：「民國九十四年十二月二十八日經立法院修訂，總統公布之『大學

法』中第五條明定：『大學應定期對教學、研究、服務、輔導、校務行政

及學生參與等事項進行自我評鑑。教育部為促進各大學之發展，應組成評

鑑委員會或委託學術團體或專業機構，定期辦理評鑑，並公布其結果，做

為政府教育經費補助及學校調整發展規模之參考』，確立教育部辦理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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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之權責。為落實對高等教育機構在『質』『量』的管控、獎補助的分

配及退場機制的配套建立，確需一專業、客觀之評鑑結果做為依據。因此

教育部乃參酌先進國家辦理高等教育評鑑之經驗，成立『財團法人高等教

育評鑑中心基金會』，接受教育部委託辦理我國高等教育評鑑工作相關事

宜。」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基於提昇我國高等教育品質之宗

旨，在「公正專業、邁向卓越」之願景下，肩負我國大學校院各項專業評

鑑工作。 

隨著國家教育政策對於大學品質的重視，國內實施大學評鑑之風氣日

盛，很多大學於近年內致力於教師評鑑相關辦法和教學意見調查表之研擬

和更新。各校於訂定相關辦法和研擬執行程序時，實需眾多的研究結果和

實施經驗提供協助和參考，本研究彙整國內外教學評鑑實施經驗和做法，

對於大學教學評鑑辦法和執行方式的訂定能提供所需的協助。 

二、發展適切大學教學評鑑制度為當務之急 

目前大學教師之評鑑多著重於可明確量化之研究產出，於教學成效及

教學品質評鑑指標較為缺乏，若有，則多以學生評鑑教師之結果為主，但

學生評鑑教師結果於信效度及教師採納度上並不高（莊靜君，2002；崔長

風，2003；陳珮軒，2000；黃孟樑，2001；曾憲揚，2001；盧芳輝，2004；

Andrew,2002；Alenoush ＆ Cheryl,2001；Bettina ＆ Alois,2003； 

Fadia & Barbara,2002；Green、Caleron＆Reider,1998； Wachtel,1998；

Yining＆Leon,2003），未來教師教學評鑑勢必需發展出更為公正公平可

信度更高的評鑑模式。因此發展適切的大學教學評鑑制度應為當務之急。

本研究可作為建構大學教學評鑑模式之前導研究，對於建構大學教學評鑑

模式具有參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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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關於大學教學評鑑相關研究急待開發 

    目前國內對於高等教育評鑑之研究，研究內容多著重於高等教育機構

評鑑、高等教育學門評鑑或大學教師研究成果評鑑，對於教學評鑑部分較

少著墨。目前針對大學教學評鑑之論文約 23 篇左右，且研究內容針對學

生評鑑教師作法分析為多。為讓大學教學評鑑制度設計更為完善，關於大

學教學評鑑之學術研究應更豐富，研究範圍更為廣泛和深入，以提供大

學、高等教育行政機關或高等教育評鑑專業機構使用和參考。 

四、大學教學專業發展需教學評鑑資訊的輔助 

許多著名國際學府，皆設立有教學專業發展中心以協助教師教學能力

之提升，例如美國哈佛大學的 Derek Bok 教學與學習中心（Derek Bok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史丹佛大學的教學和學習中心(The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康乃爾大學學習和教學中心(The 

Center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雪梨大學教學與學習機構(The 

Institution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英國劍橋大學的教學和學習

支援站（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Support site）等。追隨國際對於

教學專業重視的腳步，國內大學逐漸重視教師教學專業發展之支援提供，

於近年內紛紛成立教學專業發展中心以協助教師提昇教學能力和教學品

質。教學評鑑和教學專業發展乃一體之兩面，兩者相輔相成（Arreola，

2000）。本研究著重之教學評鑑制度分析將可提供教師教學專業發展之相

關資訊，有助於大學教師人力資源之管理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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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基於以上研究動機，本研究希能完整呈現大學教學評鑑重要理念和國

內外研究成果，介紹國外大學教學評鑑之設計方式，並分析我國公立大學

教學評鑑之執行情形，進而發展理想大學教學評鑑項目與指標及實施方

式。因此，本研究將以下列五大項為研究目的： 

一、探討大學教師教學評鑑之重要理念和相關研究成果。 

二、介紹國外大學教師教學評鑑之作法及具體實施情形。 

三、分析我國公立大學教師教學評鑑之作法及執行情形。 

四、發展大學教師教學評鑑項目與指標及評鑑實施流程。 

五、提出有效提昇我國大學教師教學評鑑設計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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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和名詞解釋 

此部分說明本研究待答之問題，並解釋名詞之定義。 

壹、研究問題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將釐清下列研究問題： 

一、大學教師教學評鑑之基本理念和相關研究為何？ 

二、我國公立大學教師教學評鑑之作法有何特色？ 

三、我國公立大學教師教學評鑑之執行情形如何？ 

（一）我國公立大學教師認為目前所採用之教學評鑑具有哪些優缺點？ 

（二）我國公立大學教師之教學評鑑於執行和推動上有哪些困難？ 

（三）我國公立大學實施同儕評鑑之適切性如何？ 

（四）我國公立大學實施校友教學評鑑之適切性如何？ 

（五）我國公立大學推行公開教學評鑑結果之適切性如何？  

四、大學教師之教學評鑑如何規劃較為適切？ 

（一）大學教師之教學評鑑應包含哪些評鑑項目與指標較為適切？ 

（二）大學教師之教學評鑑由哪些人員負責評鑑較為適切？ 

（三）大學教師之教學評鑑採用哪些方式進行評鑑較為適切？ 

（四）大學教師之教學評鑑實施流程如何規劃較為適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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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名詞解釋 

本部分將說明本研究所採用「公立大學」、「教師教學評鑑」名詞定義。 

一、 公立大學 

大學法第 2條規定：「本法所稱大學，指依本法設立並授予學士以上

學位之高等教育機構」。第 4條規定：「大學分為國立、直轄市立、縣 (市) 

立 (以上簡稱公立) 及私立」。本研究所稱公立大學係依據大學法之規

定，並於教育部登記之國立、直轄市立、縣（市）立大學。國立、直轄市

立、縣（市）立學院和專科學校不納入本研究範圍。目前我國之直轄市立

大學有 1所，國立大學共有 40 所，包括一般大學、藝術大學及科技大學。 

二、 教師教學評鑑 

本研究所稱教師教學評鑑係指以教師的教學目標、工作或表現為標

的，蒐集、組織、分析並描述與教學相關的資料、現象或活動，以明確之

教學評鑑標準或指標進行教學活動成效及原因之價值判斷。換言之，乃針

對大學教師教學專業能力、教學表現、教學成效、課程設計、教材研發和

學生指導等與教學相關之行為，所進行之資料蒐集和價值判斷之歷程。其

目的乃在提供教學回饋，協助改進教學、提高教學品質，促進專業成長，

並作為學校行政決策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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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和研究步驟 

本部分說明本論文所採用之研究方法和進行研究之步驟。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文件分析法、結構式訪談法和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法三種

研究方法，分析目前國內公立大學教學評鑑之實際作法、執行情形，並發

展教學評鑑項目與指標及實施方式。於研究過程中，先透過文件分析法瞭

解目前公立大學教學評鑑之實際作法，以作為發展本研究教學評鑑項目與

指標及實施方式之基礎。接著，同步進行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和結構式訪

談，研究過程中，將訪談結果和心得納入各次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內容

中，俾利本研究所發展之教學評鑑項目與指標及實施方式更臻完善。各研

究面向所借重之研究方法如下表所示，茲將各研究方法說明於下： 

表 1-1  研究方法與研究面向細目表 

研究方法 

研究面向 
文件分析法 訪談法 德懷術 

我國公立大學教學評鑑作法分析 ◎   

我國公立大學教學評鑑執行問題  ◎  

我國公立大學採用同儕評鑑、校友

評鑑、公開教學評鑑結果之適切性
 ◎  

大學教師教學評鑑項目與指標   ◎ 

大學教師教學評鑑實施流程   ◎ 

註：◎代表該研究面向之主要資料來源 

 

 

 

 7



一、文件分析法 

文件分析法主要目的在於分析並瞭解目前我國公立大學教師教學評鑑

之作法。本研究乃蒐集彙整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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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意見調查表等相關辦法和評分標準進行分析和彙整，試

從各類法規對於教學評鑑之相關規定探討我國公立大學目前所實施之教

師教學評鑑作法，包括從其所訂定和教學評鑑有關之相關法規、所採用之

教學評鑑類型、執行教學評鑑之人員或單位、執行教學評鑑之頻率和時

間、教學績效於整體教師績效所佔比例、所採用之教學評鑑項目，教學評

鑑結果之使用等面向。 

二、結構式訪談法 

訪談法之主要目的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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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乃訪談我國公立大學執行教學評鑑之行政

主管、委員、接受評鑑之教師和協助進行教學意見調查之學生，希冀瞭解

國內大學教師和學生對於教學評鑑之看法、進而彙整實際執行情形、執行

時所面臨之困難和問題，以及若實施教師同儕評鑑、校友評鑑、公開教學

評鑑結果之適切性。 

三、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法 

  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法主要目的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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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

究敦請 10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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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德懷術專家小組，進行 3回合德懷術專家問卷調

查以取得所有專家學者之共識。希冀透過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發展大學教

學評鑑項目與指標及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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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步驟 

 依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本研究所採取之步驟分為蒐集文

獻資料、分析文件內容、設計研究工具、實施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進行

結構式訪談、著手資料分析、撰寫研究結果七大階段，茲分述如下： 

一、蒐集文獻資料 

 本研究的初步階段主要蒐集並分析國內外大學教學評鑑相關文獻，以

歸納大學教學評鑑之理論基礎、基本理念和相關研究結果，瞭解國內外大

學教學評鑑作法之設計，以及大學教學評鑑相關研究之執行和成果。文獻

來源包括與大學教學評鑑相關之專書、論文、期刊文章、網路資料庫文章、

報章雜誌等。 

蒐集文獻資料 

分析文件內容 

實施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 進行結構式訪談 

進行資料分析 

撰寫研究報告 

圖 1-1  研究流程圖

設計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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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文件內容 

完成文獻探討後，即著手進行我國公立大學目前教學評鑑作法之分

析，主要方式為文件分析法，分析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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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評選辦法、教學意見調查表等相關辦法和評分標準，從各類法規對於

教學評鑑之相關規定探討我國公立大學目前所實施之教師教學評鑑作法。 

三、設計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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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大綱和德懷術專家問卷內容，分別為「大學教師教學評鑑訪談大綱」（詳

附錄二、三）和「大學教師教學評鑑德懷術專家問卷」（詳附錄四至六）。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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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大學學生兩份訪談大綱，以提供兩種身分受訪者使用。「大學教師教學

評鑑德懷術專家問卷」依據三回合問卷調查內容和結果分為三回合德懷術

專家問卷版本。 

四、實施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 

待德懷術專家問卷編制完成，即研擬進行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之 10

位專家學者名單。名單確認後，立即聯繫每一位專家學者，詳細介紹本研

究之研究目的、德懷術進行程序、問卷內容和作答方式，取得專家學者同

意參與後，以郵件或親自遞送方式送交「大學教師教學評鑑德懷術專家問

卷」和填答說明等相關資料。專家學者填答時以匿名方式對每項問題進行

判斷並提供建議，本研究進行 3次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以取得專家學者之

共識，藉以發展大學教師教學評鑑之實施方式，包括教學評鑑項目與指

標、評鑑人員、評鑑方式和評鑑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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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行結構式訪談 

待「大學教師教學評鑑訪談大綱」設計完成，隨即抽樣訪談對象，包

括 15 位分別於 15 所公立大學任教之大學教師，專長領域含括文、理、法、

商、醫、農、工、社科、藝術、傳播、資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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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教學優良教師獎勵者及教學卓越優良者。此外，亦訪問 3所公立大學

之學生會會長，共計 18 位受訪者。事先取得受訪者同意受訪後，每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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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著手資料分析 

於每次德懷術專家問卷回收後，隨即進行問卷數據和內容之統計及彙

整。在取得教學評鑑項目與指標內容之共識後，更進一步採用「階層分析

法」分析教學評鑑各個項目與指標之權重分配。此外，在每次訪談結束後，

隨即記錄訪談逐字內容，待取得所有受訪者之意見後，便開始進行訪談結

果之歸納彙整和分析，並將重要訪談結果納入德懷術專家問卷內容中以徵

詢專家學者之意見。 

七、撰寫研究結果 

經由文件分析、結構式訪談和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獲得本研究所需

之相關資料後，便著手將文獻探討、文件分析結果、訪談結果、德懷術專

家問卷調查結果進行彙整分析，以撰寫研究結果，進而提出有用之具體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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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和研究限制 

此部分說明本論文所納入之研究範圍和面臨之研究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範圍為我國目前 41 所公立大學，研究內容包括大學教師教學評

鑑之理論基礎、基本理念、相關研究、實際執行情形，並發展大學教師教

學評鑑實施方式，包括評鑑項目與指標、評鑑人員、評鑑方式和評鑑流程。

於文件分析法方面，主要分析範圍包括各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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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良教師評選辦

法、教學意見調查表等內容。 

於訪談方面，受訪教師含括文、理、法、商、醫、農、工、社科、藝

術、傳播、資電、運管、教育、生命科學、體育等專長領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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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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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方面，專家學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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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發展大

學教師教學評鑑實施方式，包括評鑑項目與指標、評鑑人員、評鑑方式和

評鑑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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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限制包括： 

一、無法全面掌握各大學教師教學評鑑辦法調整和更新情形 

隨著國家教育政策對於大學品質的重視，國內實施大學評鑑之風氣日

盛，很多大學於近年內致力於教師評鑑相關辦法之研擬，原已訂定之評鑑

辦法和教學意見調查表更新迅速且頻繁。因此，本研究於國內公立大學教

學評鑑相關辦法及教學意見調查表之彙整分析部分，雖已蒐集當下最新版

本，惟相隔幾個月後，部分學校又進行更新和調整，或者未將最新版本提

供於網路上，各校辦法制定和更新為學校內部作業，非本研究者所能掌

控。因此，本研究儘可能於彙整分析時採用最新版本，其餘無法掌控之更

新部分則無法列入本文彙整分析之列。 

二、僅以公立大學教師之教學評鑑制度為研究對象 

 公立大學本身之教學評鑑辦法因學校、學院和系所層級的層層授權，

致使辦法和實施要點內容非常繁多，一所學校因學院和系所的眾多，其相

關辦法便多達一百多份，41 所公立大學分析下來需龐大的作業時間和精

神。因此，為求研究結果的正確和確實，本研究將研究對象限縮於公立大

學，著重於公立大學教學評鑑制度之探討，未涉及公立學院及私立大學之

教學評鑑作法。僅希望能藉由分析結果發展教學評鑑實施內容和方式，以

作為各類高等教育機構發展教學評鑑制度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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