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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我國大學教師評鑑指標建構之研究」 

模糊德菲術專家問卷 

 

敬啟者：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建構我國大學教師評鑑指標，供大學做為教師續聘和

升等之參考。經國內外文獻分析後，初步整理出我國大學教師評鑑指標，惟需

借重您的學識與經驗，使本研究建構之指標能真正適用於我國大學教師評鑑。

  本問卷為「我國大學教師評鑑指標建構模糊德菲術專家問卷」，您的意見

對本學術研究的順利完成有極大的助益，懇請您在百忙中撥冗惠予填答並於四

月十三日前填妥後以附上之回郵信封寄回，以利研究資料之整理。 
  您的鼎力協助對此研究是莫大的幫助，不勝感激，再次感謝您在百忙中填

寫本問卷。 
  敬頌 
    鈞安 

政治大學教育行政與政策研究所  指導教授 吳政達 博士

研究生 洪雅琪 敬上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四月

聯絡方式 96171010@nccu.edu.tw
02-29393091#66082

0934034666

 

填答說明： 

  下表為彙整國內外文獻之大學教師評鑑指標，並經由國內十位高等教育研究

專家意見統整，所建構之我國大學教師評鑑指標，分3個構面，共46項指標。請

您依照各指標對評估其所屬構面之重要程度，由低(0)到高(1)分別在量尺上劃出

您感覺重要性的可能區間範圍並且勾選您認為最可能之重要性程度。填答步驟： 

壹、 請用黑色線段在您所認為可能的重要區間範圍作上記號。   

貳、 在此範圍內圈選重要程度可能性最高者，以「ˇ」示之。例如：若您認

為下表中「1.  在有外審制度之期刊發表論文」在用來評估大學教師表

現時，其重要程度區間範圍為（.2‐.6），而其中以 0.4的重要程度可能

性最高，則圖示如下： 

0 .1 .2 .3 .4 .5 .6 .7 .8 .9 1 

mailto:96171010@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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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考量指標重要程度時，請您特別注意該指標是否適合用於評估「台灣」 

大學各指標構面之表現。 

 

指標項目 
對衡量所屬構面之 

重要性程度 

1.在有外審制度之期刊發表論文  

     

0 .1 .2 .3 .4 .5 .6 .7 .8 .9 1 
2.專書及專書篇章著作  

     

0 .1 .2 .3 .4 .5 .6 .7 .8 .9 1 
3.專業期刊的主編或審查委員  

     

0 .1 .2 .3 .4 .5 .6 .7 .8 .9 1 
4.國科會、政府或其他機構研究計畫  

     

0 .1 .2 .3 .4 .5 .6 .7 .8 .9 1 
5.發表於專業研討會（有外審制度）之論文  

     

0 .1 .2 .3 .4 .5 .6 .7 .8 .9 1 
6.在原創性研究上獲得之榮譽或獎勵  

     

0 .1 .2 .3 .4 .5 .6 .7 .8 .9 1 
7.翻譯、摘要或評論專書  

     

0 .1 .2 .3 .4 .5 .6 .7 .8 .9 1 
8.（受邀）舉行展覽、演出、擔任講座或演講

 

     

0 .1 .2 .3 .4 .5 .6 .7 .8 .9 1 
9.參加專業委員會  

     

0 .1 .2 .3 .4 .5 .6 .7 .8 .9 1 
10. 擔任會議或專題討論會召集人、會議主

席、小組討論者 

 

     

0 .1 .2 .3 .4 .5 .6 .7 .8 .9 1 
11.教師著作被引用次數  

     

0 .1 .2 .3 .4 .5 .6 .7 .8 .9 1 
12.教師獲得研究補助經費總額  

     

0 .1 .2 .3 .4 .5 .6 .7 .8 .9 1 
13.擔任書籍主編  

     

0 .1 .2 .3 .4 .5 .6 .7 .8 .9 1 
14.指導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學生論文數  

     

0 .1 .2 .3 .4 .5 .6 .7 .8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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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輔導學生  

     

0 .1 .2 .3 .4 .5 .6 .7 .8 .9 1 
16.指導學生社團和組織  

     

0 .1 .2 .3 .4 .5 .6 .7 .8 .9 1 
17.教師擔任單位行政和管理人員  

     

0 .1 .2 .3 .4 .5 .6 .7 .8 .9 1 
18.教師參與全校、學院或系所委員會  

     

0 .1 .2 .3 .4 .5 .6 .7 .8 .9 1 
19.組織規劃由專業機構資助的會議和研討會  

     

0 .1 .2 .3 .4 .5 .6 .7 .8 .9 1 
20.擔任專業組織的高階幹部  

     

0 .1 .2 .3 .4 .5 .6 .7 .8 .9 1 
21.參與專業發展活動  

     

0 .1 .2 .3 .4 .5 .6 .7 .8 .9 1 
22.擔任外部委員會成員  

     

0 .1 .2 .3 .4 .5 .6 .7 .8 .9 1 
23.對外部組織或企業提供技術或管理諮詢  

     

0 .1 .2 .3 .4 .5 .6 .7 .8 .9 1 
24.擔任公職或政府部門顧問  

     

0 .1 .2 .3 .4 .5 .6 .7 .8 .9 1 
25.教授課程時數  

     

0 .1 .2 .3 .4 .5 .6 .7 .8 .9 1 
26.課程諮詢時間  

     

0 .1 .2 .3 .4 .5 .6 .7 .8 .9 1 
27.教材研發情形  

     

0 .1 .2 .3 .4 .5 .6 .7 .8 .9 1 
28.參與課程評鑑，維持授課品質  

     

0 .1 .2 .3 .4 .5 .6 .7 .8 .9 1 
29.教學內容的品質與適切性  

     

0 .1 .2 .3 .4 .5 .6 .7 .8 .9 1 
30.教學評量能力  

     

0 .1 .2 .3 .4 .5 .6 .7 .8 .9 1 
31.教學方法  

     

0 .1 .2 .3 .4 .5 .6 .7 .8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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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學院或系所主管對教學之評鑑意見  

     

0 .1 .2 .3 .4 .5 .6 .7 .8 .9 1 
33.同儕對教學之評鑑意見  

     

0 .1 .2 .3 .4 .5 .6 .7 .8 .9 1 
34.學生對教學的意見反應調查  

     

0 .1 .2 .3 .4 .5 .6 .7 .8 .9 1 
35.運用科技輔助教學  

     

0 .1 .2 .3 .4 .5 .6 .7 .8 .9 1 
36.課程管理  

     

0 .1 .2 .3 .4 .5 .6 .7 .8 .9 1 
37.學生表現  

     

0 .1 .2 .3 .4 .5 .6 .7 .8 .9 1 
38.教學檔案  

     

0 .1 .2 .3 .4 .5 .6 .7 .8 .9 1 
39.優良教師獲獎  

     

0 .1 .2 .3 .4 .5 .6 .7 .8 .9 1 
填答說明： 

  本研究初擬之我國大學教師評鑑指標，共以三個構面來衡量教師的表現績

效。請您以對評估我國大學教師表現之重要性為判斷標準，衡量三個指標構面之

相對重要性。 

 

指標構面 
對評估大學教師表現 

重要性程度 

構面 1.研究  

     

0 .1 .2 .3 .4 .5 .6 .7 .8 .9 1 
構面 2.教學  

     

0 .1 .2 .3 .4 .5 .6 .7 .8 .9 1 
構面 3.服務  

     

0 .1 .2 .3 .4 .5 .6 .7 .8 .9 1 
 

 

－問卷至此結束，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