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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針對大學教師評鑑之相關文獻作整理，共分為五節：第一節探討大學教

師角色模式；第二節探討大學教師之研究角色；第三節探討大學教師之教學角

色；第四節探討大學教師之服務角色；第五節探討我國大學教師評鑑實施現況與

困境。 

 

第一節  大學教師角色構面 

 

壹、大學教師角色模式與大學教師評鑑 

  評鑑是解釋數據的過程，透過一個特定的價值或一系列的價值去決定是否那

個數據指出一個令人滿意的(desirable)或令人不滿的狀態(Arreola, 2007)。取得教

師對大學教師評鑑系統設計和其所有構成要素的信心是建立一個成功的教師評

鑑系統的關鍵。而讓教師對大學教師評鑑系統感到有信心的關鍵在於讓，一旦教

師感覺到這個評鑑系統是設計來衡量「對的」事（例如這個系統反應了大學教師

的價值和優先事項），不同構成要素的在測量時技術上的正確性的議題就可以被

受認可的心理計量學和統計技術來處理。 

  首先我們要問，大學教師表現的什麼面向應該被大學教師評鑑系統所評鑑？

並且納入大學教師一同投入決定。在 Arreola(2007)提出大學教師評鑑八個步驟，

其中的步驟一的目標就是使每一個大學系所認同和定義大學教師在系所中所扮

演的角色。評鑑計設者先列出一張詳細清單，記載大學教師投入以從事他們的專

業職責的真實活動。在這個步驟中，大學教師通常能輕易地確認其傳統教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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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服務和行政或管理的角色。 

    這項程序之所以扮演關鍵的角色有兩個原因，原因之一是其提供一個機會在

大學教師評鑑系統發展的初期就將大學教師完全納入，在程序的一開始就先建立

大學教師對此系統的信心，並且接受評鑑的結果。原因之二在於其提供一個有組

織的方法去反應不同學科之間在設計大學教師評鑑系統的差異(Arreola, 2007)。 

  本篇研究基於大學教師角色之於大學教師評鑑之重要性，以使得評鑑所測量

的對象與活動符合大學教師之真實工作表現，且產生的數據用於解釋大學教師表

現能得到一個合理可信的結果，因此在本章節先對大學教師角色之相關文獻做探

討，整合各家學者之理論後，期待能建立出符合大學教師評鑑的各個角色構面。 

 

貳、大學教師角色之發展背景 

  在整個美國的高等教育歷史，一直以來大學教師的工作都難以被描述和評判

(Braskamp & Ory, 1994)。Boyer 於 1990 年出版「學術的重新思考：教授的優先

事項」一書，對現存大學將教師推向研究和出版發表而遠離教學的聘任、升等、

評鑑、獎勵等制度提出質疑，並且提出應該重新思考大學教師工作的優先事項。

自 Boyer 之後許多學者開始重新檢視大學教師的角色和工作，不再只是單一向度

的定義大學教師的角色，並且認為大學教師應該是多重角色構面的(Arreola, 2007; 

Braskamp & Ory, 1994; Rice, 1991b; Seldin, P., 2006 )。 

 

  今日，當我們談到「學者」(being scholarly)，通常指的是在學院或大學擁有

學術地位並且投入於研究和出版。但是我們應該提醒自己「研究」這個字真正進

入高等教育的辭彙中也不過就是最近的事。 

 

  「研究」這個詞最初是被希望劍橋和牛津大學「不僅是一個教學的地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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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學習的地方」的改革者用於 1870 年代的英格蘭，而後來於 1906 年由 Daniel 

Coit Gilman 引入美國高等教育。但是在早期「學術」(scholarship)指的是在許多

地方進行的許多創造性工作(creative work)，而其整體是藉由思考、溝通和學習

的能力來衡量。 

 

  Boyer(1990)指出現在我們卻用一個很限定的觀點來看學術，將學術限制成

階層的功能。基礎研究已被視為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學術活動的形式，與其他功能

都源於它。學者是進行研究、出版和然後也許轉達他們的知識給學生或應用他們

所學到的。後者的功能源自於學術，但他們不被視為學術一部分。但知識不一定

是這樣一個線性的方式進行。因果關係的箭頭可以，而且經常是，指向兩個方向。

理論必然導致實踐。但實踐也導致理論。從這個角度來看，可以思考一個更全面、

更動態的對學術的了解，使得僵化的教學、研究和服務類別可以被擴大而且被更

彈性的定義。甚至在今日，儘管許多大學已正式學術所擁有的多元面貌，

O’Meara(2005)的研究仍然顯示大學對教師的研究表現的期待仍然在增加中，而

超過 51%的大學學術主管指出現況大學的研究壓力比十年前還來的大。因此，當

高等教育的相關利害關係人對大學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情況衰退的現況感到不

滿的同時，也應該思考高等教育的相關政策和評鑑制度是否已過度地將大學教師

的工作導向於某個特定的角色構面。 

 

參、教師角色模式之內涵 

  陳奎憙(2001)認為角色係指對於擔當某一特定職位的一套「期待」與「規

範」；期待是指預期承擔一角色者「可能」如何表現，而規範是指希望他「應該」

如何表現。角色也可以視為擔任某一職位者的「權利與義務」。本研究所探討之

大學教師角色構面，係指擔任大學教師此特定職位的個人在學術上的角色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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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先從國外文獻探討教師角色的分類，再做歸納整理。 

 

一、大學教師之角色分類 

  Boyer(1990)認為教授的工作可以分為四個獨立，但重疊的功能，分別如下： 

1. 發現 (the scholarship of discovery) 

  「發現」和學者口中的「研究」的定義最接近。學術發現被界定為「對知識

本身、探究的自由和追隨調查的承諾。不只是結果，還有過程，尤其是熱情，給

予這項工作意義。」 

2. 整合 (the scholarship of integration) 

  整合被認為是「連接跨學科知識、使專長置於更大的範圍內，用新穎且啟發

的方式闡明數據。」整合和發現有關，但是發現著重於什麼應該被知識和什麼應

該被調查，然而整合是關於「這些調查結果是什麼意思？ 」這兩種形式學術，

發現和整合，反映了學者的調查和綜合的傳統。 

3. 應用 (the scholarship of application) 

   學術應用，學者的工作必須直接相關或源於專業活動。當學者問：「如何才

能將知識應用到相應的問題呢？」、 「知識如何對個人和機構有所助益？」，

更進一步「是否社會議題本身能為學術調查定義出應為事項？」，則其致力於將

知識實用化。學術應用允許了理論在實踐中的互動。 

4. 教學 (the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教學建立了教師的理解和學生學習之間的橋樑。符合學術，則教學需要的不

僅僅是傳授知識，還必須包括轉化和擴充知識。學術教學必須公開、容易受到嚴

格的審查並且能被其他學者交流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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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e(1991b)將學術分為以下四種獨立卻又相關的成分： 

1. 提升知識(advancement of knowledge)：基本上是原來的研究。 

2. 整合知識(integration of knowledge)：綜合知識和重整知識、揭示新意義

格局和整體與部分之間新的關係。 

3. 應用知識(application of knowledge)：指從事和個人學術專長直接相關的

專業實踐。 

4. 透過教學轉化知識(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through teaching)：包括教

學內容的知識和具體學科教育理論。 

 

  Braskamp 和 Ory(1994)則將大學教師的角色定義為以下四類： 

  1.教學(teaching)；2.研究和創新活動(research and creative activity)；3.實踐和

專業服務(practice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指大學教師從事目的為利用個人專

長、知識和經驗豐富的專業判斷以解決社會問題的工作；4.公民表現

(citizenship)：公民表現建立在為他人工作，因此公民表現必定要檢視對社群的服

務。 

  公民表現此一角色構面包含三個面向： 

   (1)對機構的貢獻：包含能促進和提升機構成長和發展的工作。 

   (2)學科／專業貢獻：包含在專業、學術和學科領域委員會或組織的工作。 

   (3)私部門和社群貢獻：在社區、政治、宗教和民間組織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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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din, P. (2006)認為大學教師的表現評鑑應包含三個面向：1.教學評鑑；2.

研究和出版發表評鑑；3.機構服務和學生指導評鑑。Arreola(2007)分類的教師色

角除了傳統的教學、研究和服務三個構面，還提出了學生指導(advising)和同僚關

係(collegiality)等角色供大學教師評鑑的發展規劃者做思考。其中「同僚關係」

指的是個人和同儕之間的互動對同儕的專業表現和學術生產力所造成的影響。 

 

二、小結 

  綜合以上學者之觀點，本研究將大學教師之角色分析歸納如下表（表 2-1）： 

  由以上文獻探討可以發現，各個學者在分類大學教師之角色構面和工作上有

其相似之處，各個學者皆提出類似「研究」、「教學」和「服務」的概念，然在分

類的用詞上稍有不同，只有對「教學」此一用詞較為統一。 

  然而在服務和研究的部分似乎就有所歧異；研究和服務的角色似乎都有分化

為兩群的現象，而在內涵上也有所重疊。由對研究相關的角色命名可以得知，研

究角色的概念包含學術、發現、創新、出版、知識等；由服務相關的角色命名可

以得知，服務角色的概念包含應用（知識）、實踐（專業）、公民表現和學生指導

等。 

  因此，本研究試圖透過探討國外文獻，了解大學教師角色內涵，並透過問卷

調查，清楚的了解並釐清我國教師之角色構面分類，以發展適用於我國大學教師

之評鑑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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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大學教師角色構面彙整表 

大學教師角色構面 
學者（年代） 

研究 教學 服務 其他 

Boyer, 1990 發現 教學 應用 知識整合 

Rice, 1991b 
提升知識 透過教學轉化

知識 
應用知識 整合知識 

Braskamp & 
Ory, 1994 

研究和創新活

動 
教學 實踐和專業服

務 
公民表現 

Seldin, P., 
2006 

研究和出版 教學 機構服務和學

生指導 
 

Arreola, 2007 
學術和創新活

動 
教學 服務 學生指導 

同僚關係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肆、有效的教師評鑑應注意的事項 

  「教師評鑑係指根據教師專業標準，有系統地蒐集教師表現資料，並進行描

述、價值判斷和決定的歷程。」(Braskamp & Ory, 1994；Iwanicki, l990)。 

  Wise 等人(1984)指出教師評鑑對個人和組織兩個層次有改進和評定績效的

目的：對個人而言，可以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做出教師續聘或升等等人事決定；

對組織而言，則可以促進學校改善和發展，並決定學校的地位，如大學排名或學

校聲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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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wanicki(1990)認為教師評鑑的目的有下列四項： 

  一、績效責任：確保教師教學品質能達到一定程度； 

  二、專業成長：協助教師改進或研擬在職進修計畫，以增進專業成長； 

  三、學校革新：促進教育改革，提升學校效能； 

  四、教師遴選：聘任適任的教師擔任教職工作。 

  Neal(1988)綜合大學教師評鑑的相關文獻，提出 10 項一般性的原則：1.確認

清楚的評鑑目的，而所有的評鑑過程都要符合評鑑目的之要求；2.教師要參與所

有的評鑑活動；3.對評鑑過程的行政承諾，例如：正當的評鑑程序、提供評鑑標

準的書面資料等；4.平衡機構需求和教師需求；5.連結評鑑與教師發展及報酬；

6.所有的評鑑程序要一致且公平；7.多元的評鑑資料來源；8.評鑑政策及實務要

與人權指引一致；9.採行既有的評鑑方案必須適合學校需求及傳統；10.包含多層

面的評估及訴求。 

  Cashin(1996)亦提出大學教師評鑑制度設計的 16 項原則：1.釐清大學機構的

目的；2.決定評鑑資料蒐集的目的；3.適切時進行試辦方案；4.教師要參與評鑑

制度的發展；5.進行評鑑制度的開放溝通；6.獲得行政主管的支持；7.確保評鑑

制度的彈性與合法；8.界定教師的職責及評鑑資料的來源；9.運用多元的資料來

源；10.確保資料的可得性；11.界定教師各項職責的規準；12.培訓評鑑人員並使

其有能力進行評鑑及提供回饋；13.保密原則；14.利用報酬提升績效；15.結合評

鑑與發展；16.適時評估評鑑制度。 

  上述提及之各項原則，涉及大學教師評鑑目的之確立、教師職責的界定、多

元資料的來源及有效運用、評鑑程序的正當性及公平性、評鑑溝通與保密、學校

領導者的支持、教師的參與評鑑、評鑑人員的培訓與專業能力、評鑑與報酬及發

展的有效連結等課題。這些原則若能有效運用於大學教師評鑑制度中，或許可以

達成三項目標(Neal,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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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再開啟行政人員與教師對於教師效能的溝通之路； 

  二、降低教師對教師評鑑的抗拒； 

  三、將評鑑統整於人事決定及教師發展之中。 

  在大學教師評鑑制度的實際設計上，Arreola(2007)提出下列八個步驟： 

  步驟一：決定大學教師角色模式：一般而言，「教學/研究/服務」三元模式，

乃是常用的大學教師角色模式； 

  步驟二：決定大學教師角色模式的參數值：例如：在「教學/研究/服務」三

元模式中，教學占「30-60%」、研究占「30-70%」、服務占「5-15%」； 

  步驟三：界定大學教師角色模式中的各項角色：進一步界定教學、研究、服

務的概念及內涵，以及可能涵括的評鑑項目； 

  步驟四：決定角色成份的權重：針對教學、研究、服務各項下的角色進行加

權配置； 

  步驟五：決定適切的資訊來源：從多層面的角度來蒐集教師表現的資訊； 

  步驟六：決定資訊來源的權重：分析各種資訊來源的影響並賦於相對權重； 

  步驟七：決定如何蒐集資訊：透過多元方法來蒐集資訊； 

  步驟八：完成大學教師評鑑制度：選擇或設計評鑑格式、評量表。 

  張鈿富（2008）指出在全面推行大學教師評鑑之際，此項制度的落實有賴下

列條件的達成： 

  一、積極宣導，獲得校內共識。 

  二、鼓勵並協助教師建立檔案，檢視自我發展概況。 

  三、落實教師評鑑項目的實質審查機制，建立評鑑的公信力。 

  四、展現教師評鑑常態運作的決心，以期建立創新與品質的永續校園。 

  綜合上述文獻可以發現，促成一個制度良好的大學教師評鑑，需要相關的利

害關係人共同參與，並同在過程中進行不斷的討論和決策，共同選擇出適當的評

鑑工具、資料來源、評鑑人員、評鑑指標等，方有機會達成有效的評鑑結果，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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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師個人和學校組織改善和發展。 

 

伍、大學教師評鑑與大學教師專業發展 

  在「創造大學教師發展的未來」一書中，作者的調查指出大學發展者預見大

學教師即將面臨的挑戰有五類重大的議題：1.教師角色：平衡多重角色和學習新

的角色；2.學生學習：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評量學生成果和教導未準備的學生；

3.科技：技術性的整合科技於教學和學習環境；4.兼任教師：訓練和支持兼任和

助理教師；5.系所領導和行政：藉由和系所主管們合作以及建立各學科間的共同

研究以增進機構的效能(Sorcinelli, Austin, Eddy & Beach, 2006)。 

  在美國約有 40%在研究型大學、綜合型機構和文科學院的大學發展者指出

「教師的工作平衡」是教師面臨的三大首要挑戰之一。新進教師掙扎於排序教

學、研究和服務責任的優先順序，也包含他們通常比較少受過訓練的任務，比如

指導學生、獲得補助金和行政工作。 

  大學教師在面對這些挑戰時需要一些支持，而我國教育部近年來支持各大學

發展的教學卓越計劃和教學發展中心正應適時的扮演這個支持的角色。目前國內

許多大學的教學發展中心皆提供大學教師不同的協助或訓練課程，比如學生助教

的培訓、科技教學助理的召募、數位學習課程、教學工作坊等提供教師實務的訓

練和實質的協助（國立政治大學教學發展中心，2009），尤其應該將大學教師評

鑑導向與專業發展結合，才能將評鑑結果做最大的利用，幫助教師不斷的自我提

升和改善。 



  ‐ 18 ‐

 

第二節  大學教師研究評鑑 

 

  由上一節的文獻探討可知，學者在定義大學教師之角色時使用的名稱各異，

但綜合國內外文獻皆可發現大學教師角色構面包含「研究」此一構面。本節首先

探討大學教師研究角色的內涵，包括研究的定義和研究角色所從事的各項活動；

接著探討大學教師評鑑指標及權重；最後探討研究評鑑之評鑑人員和評鑑資料來

源。 

 

壹、研究角色的內涵 

一、何謂研究(research)？ 

  廣義來說，研究是創造和發現知識的過程。研究和創作包含所有型式的知識

發現和整合、批判分析和視覺藝術的呈現(Braskamp & Ory, 1994)。研究和創新活

動可以被定義為：與大學教師被認可的領域專長相關的活動，包括發現、發展和

創造新知識、傳播訊息和知識和將知識和資訊轉化成產品或對社會的服務價值

(Arreola, 2007)。 

  何信助（1985）綜合中西教育學者對大學之研究功能的看法，認為大學在研

究方面所應具備的內涵或達成的目標包括下列五者：（1）新知識的創造發明；（2）

舊知識的評鑑批判；（3）研究所教育之發展和改進，以及研究人才之培育；（4）

研究風氣之倡導與研究水準的提升；（5）研究的類別兼涉基本研究與應用研究。 

  此年來許多大學排名系統、大學評鑑和教師評鑑等，都著力於如何公正客觀

地評鑑各機構或教師之研究績效，並提供評鑑結果供相關利害關係人參考。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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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數研究績效評鑑方法主要有三種（王如哲，2008）：1.同行審查；2.文獻計量法：

學術出版量和論文引用；3.研究收入。 

 

二、研究的活動 

  Braskamp 和 Ory(1994)將研究與創新活動的工作分為四個構面（如表 2-2）： 

表 2-2 大學教師角色之研究構面與活動 

研究構面 研究活動 

1. 進行研究  寫作書籍、專題著作、教科書 

 寫作本書的章節 

 編輯書籍 

 經審閱的期刊和會議發表論文 

 在專業會議中提報論文 

 其他書面文件和報告（貿易、內部刊物、百科

全書）  

 書面翻譯，摘要和評論 

2. 生產創作  寫小說和書籍 

 寫詩歌、戲劇、散文、樂譜 

 製作廣播和電視製作、電影和錄像節目 

 參與競賽、委員會和展覽 

 指導和編舞創作 

 唱歌、跳舞、演戲 

 設計，安排創作 

3. 編輯和管理創

作 
 編輯期刊或其他學術性的出版物 

 管理和擔任展覽和演出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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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構面 研究活動 

4. 領導和管理受

資助的研究和

創造性的專案 

 領導多元學科中心和工作團隊 

 寫書面提案給提供資金的機構（私人和公共） 

 補助款和合約的預算管理 

 選擇和監督工作人員 

 準備所需的報告 

資料來源：Braskamp, L. A., & Ory, J. C. (1994). Assessing faculty work: Enhancing 

individual and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Williams和Rhodes(2002)的研究問卷收集了四年制的學院和大學最常使用來

評鑑教師表現的指標，其中評鑑教師研究表現的指標如下：1.在有品質的期刊上

發表文章；2.擔任書籍主編或次要作者；3.書籍的唯一作者或主要作者；4.在專

業上獲得之榮譽或獎勵；5.專題著作或書中篇章；6.在專業會議中發表論文；7.

演出；8.專業期刊的主編或審查委員；9.在傳統的專業期刊上的出版物；10.在線

上同儕審查電子期刊上的出版物。 

 

  Lim(2006)將評鑑研究的指標分為以下十五個項目： 

1. 學術或創造性刊物上以主要作者發表，或在適當的場地呈現創作（包括

音樂作曲、藝術和電影、電腦代碼、電腦模擬，電子教學材器）。 

2. 學術/創意書籍或專題著作的作者，或被邀請審查文章或書籍中的章節。 

3. 領導一個紀錄良好且持續獲得校外資金的計劃。 

4. 國家和國際承認的原創貢獻透過榮譽的獎章，如國家青年科學家、富蘭

克林獎章、普利策獎。 

5. 擔任專業期刊的編輯和審查出版的文稿。 

6. 主動參與專業社群和透過競選職務獲得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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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審查論文。 

8. 受邀擔任講座、演講、朗誦、表演或展覽。 

9. 任職政府諮詢委員會、審查委員會的外部供資機構，現場考察和諮詢的

認可小組。 

10. 被其他同領域學者在研究中引用，以證明其外部專業聲譽（透過卷期所

記錄的引文索引服務，如科學引文索引和 CiteSeer ）。 

11. 擔任國際會議或專題討論會召集人/主辦人、會議主席、小組討論者。 

12. 擔任博士論文的外部審查者。 

13. 輔導同儕和指導博士學位學生。 

14. 用來指導博士學位學生和安置他們的時間。 

15. 在另一機構任職。 

   

  Arreola(2007)將學術與創造性活動分為四個面向： 

1. 學術精熟(the scholarship of proficiency) 

  精熟指的是在個人選擇的學科領域內保持資訊的流通，意謂一名大學教師必

須繼續跟上其研究領域中最新的研究結果或發展，同時適當地加強其專業實踐和

臨床技能。 

2. 學術發現和創建(the scholarship of discovery/creation) 

  指兩種截然不同的表現形式。其一是進行適於大學教師學科領域的任何形式

的研究；其二是在創意（藝術）上致力於產生新的方式或表達形式，通常是在藝

術上。第二種形式也就是了解到許多的研究需要投入高度的專業和努力，但卻不

一定能產生立即的產品，又或者是儘管其研究結果產生確切的產品或發現（比如

出版文章、新的音樂形式等），大學教師本身和在活動過程中都展現了領域知識、

高度的專業技能和策略和思想的創新。因此這類對學術發現和創建類的研究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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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需要包括像評鑑成果(product)一般地對過程(procedure)實施同儕評鑑。 

3. 學術傳播(the scholarship of dissemination) 

  傳播指的是傳達和分享關於個人的領域的學術知識。其包含的活動有： 

 發表文章（經審閱和未經審閱）  

 出版書籍、專題著作，小論文 

 在全國專業會議或大會報告論文 

 擔任主講人或被邀請演說 

 為受歡迎的新聞報刊寫文章 

 製作教育電視和廣播節目系列 

 藝術展覽和演出 

 對先前的作品作新的藝術詮譯 

 引導專業工作坊或研討會 

4. 學術轉化(scholarship of translation)：指將研究發現轉化為有利於無論是

專業或更大的一般社會的新產品、服務或藝術表現形式。 

 

  美國麻薩諸塞州教授協會(Massachusetts Society of Professors, 2004)提出評

鑑大學教師和圖書館員的研究向度時，應考量以下規準：1.研究案的發表；2.專

書出版；3.發表學術期刊或研討會會議論文。 

 

  密西西比州立大學在其教師手冊中的「升等和聘任程序」一章中即提到教師

表現的標準和專業活動評鑑的內涵(Mississippi State University, 2008)。其中指出

「研究和／或創作成就」之規準應包括直接對人類知識的擴大和證實的有系統

性、原創性的研究、對當代問題的解決或是為生命帶來更大意義的創作研究。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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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的研究和創造性的成就一定要建立在關鍵的同儕評鑑上，運用領域中普遍的標

準。評鑑來源可以是在商業或大學出版社出版或是刊載於國際、國內或有地區性

聲望的期刊上的書籍、文章或是書評；帶來高品質研究的研究補助款；在專業團

體前發表文章；受邀參與學術研討會；擔任專業期刊或出版商的主編工作；藝術

或人文的表演、演講或展出。  

 

貳、國內大學教師評鑑相關研究－研究評鑑指標 

  本研究綜合國內探討大學教師研究評鑑相關之文獻，整理出下表，匯整國內

大學教師研究評鑑之次構面和其指標（見表 2-3）。 

表 2-3  國內大學教師評鑑相關研究－研究評鑑指標 

研究者 研究題目 研究評鑑構面 評鑑指標 

主持計畫 1.實務性計畫；2.學術性計畫。 

論文發表 1.A 類期刊；2.B 類期刊；3.會議論

文。 

王國明、

顧志遠

（1998） 

教師績效獎

勵制度建立

之理論與實

務 得獎 1.教育部或國科會之學術研究講；2.

其他學術研究單位之學術獎。 

學術編著 1.期刊論文；2.會議論文；3.著書；

專刊。 

吳宇正

（2002） 

大學教師績

效評估模式

之研究—應

用 DHP 法 

研究計畫 1.學術性研究計畫；2.實務性研究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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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題目 研究評鑑構面 評鑑指標 

研究獎勵 1.國科會研究講；2.教育部學術研究

講；3.各學會設置論文獎。 

王振世、

陳芃婷

（2005） 

大學教師績

效評量模型

之建立：以新

竹某國立大

學為例 

 1.國外期刊文章發表（SCI，SSCI）；

2.國內期刊文章發表（優良期刊）；

3.專利獲得/創新作品；4.計畫/專案

研究獲得；5.研究獎勵獲得。 

黃厚生

（2007） 

技職型大學

教師評鑑與

淘汰機制之

研究 

 1.期刊論文發表；2.研討會論文發

表；3.專利獲得專門論述出版；4.研

究計畫產官學計畫獲得；5.學術獎項

/學術演講/藝術展演。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參、初擬評鑑研究指標 

  綜合以上文獻所指出之大學教師研究活動，本研究初步歸納出以下評鑑大學

教師研究之指標如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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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初擬評鑑大學教師研究指標 

初擬評鑑大學教師研究指標 

王
振
世
、
陳
芃
婷
，

2005 

吳
宇
正
，

2002 

M
ississippi State U

niversity, 2008 

A
rreola, 2007 

Lim
, 2006 

M
assachusetts Society of 

Professors, 2004 

W
illiam

s
和

R
hodes, 2002 

B
raskam

p
和

O
ry, 1994 

1. 在有外審制度之期刊發表論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2. 專書及專書篇章著作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3. 專業期刊的主編或審查委員 

  ˇ  ˇ  ˇ ˇ

4. 國科會、政府或其他機構研究

計畫 

ˇ ˇ ˇ  ˇ ˇ  ˇ

5. 發表於專業研討會之論文 ˇ ˇ ˇ  ˇ ˇ  ˇ

6. 在原創性研究上獲得之榮譽或

獎勵 

ˇ  ˇ  ˇ  ˇ  

7. 翻譯、摘要或評論專書 
   ˇ    ˇ

8. 舉行展覽或演出 
  ˇ ˇ ˇ   ˇ

9. 參加專業委員會 
  ˇ  ˇ    

10. 擔任國際會議或專題討論會召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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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擬評鑑大學教師研究指標 

王
振
世
、
陳
芃
婷
，

2005 

吳
宇
正
，

2002 

M
ississippi State U

niversity, 2008 

A
rreola, 2007 

Lim
, 2006 

M
assachusetts Society of 

Professors, 2004 

W
illiam

s
和

R
hodes, 2002 

B
raskam

p
和

O
ry, 1994 

集人/主辦人、會議主席、小組

討論者 

11. 製作廣播、電視或電影節目 
  ˇ ˇ    ˇ

12. 學術影響力 
    ˇ   ˇ

13. 獲得國家研究補助經費 ˇ  ˇ  ˇ   ˇ

14. 擔任書籍主編 
  ˇ  ˇ  ˇ ˇ

15. 指導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學生

論文    ˇ ˇ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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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大學教師教學評鑑 

 

  大學教師的角色，除了研究之外，教學也佔去大學教師許多時間。投入教學

的角色，不只需要大學教師的專業知識，也需要其他的教學技能輔助。本節首先

探討大學教師教學角色的內涵，包括教學的定義和教學角色所從事的各項活動；

接著探討大學教師教學指標；最後探討教學評鑑之評鑑人員和評鑑資料來源。 

 

壹、教學的內涵 

一、何謂教學(teaching)？ 

  Burbles(1993)認為教學是教師、學生共同分享探究成果的歷程。從廣義上

說，我們可以定義教學為一名教師和一名學生涉及的互動關係。當然，問題的癥

結在定義教學是指什麼樣的互動發生在教師和學生之間。多年來，演化出三個不

同的角度或哲學上的立場，關於教師與學生互動產生學習時，什麼應該發生。這

些觀點的建立在不同的假設上，大大影響我們如何評鑑教學；這三個觀點分別

為：1.教學提供了學習的機會(teaching as providing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2.教

學，使能夠學習(teaching as enabling learning)；3.教學造成學習(teaching as causing 

learning)(Arreola, 2007)。 

  教學建立了教師的理解和學生學習之間的橋樑。符合學術，則教學需要的不

僅僅是傳授知識，還必須包括轉化和擴充知識。學術教學必須公開、容易受到嚴

格的審查並且能被其他學者交流和使用(Boyer, 1990)。Alenoush 與 Cheryl(2001)

指出評鑑的目的在改善教學，因此所採用的評鑑工具應能含納教學的所有元素。 

  在大多數的研究中對好的教學的特徵描述有合理的一致性，包含對課堂的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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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準備、展現完整的學科知識、激勵學生、公平且合理的管理學習的細節和真誠

地對課程題材和教學本身感興趣(Seldin, P., 2006)。Davis (1993)指出四類能提升

學生學術成就的技能、策略和態度技能：1.以能適合學生能力的方式組織和講解

課程內容；2.創造學習的環境；3.幫助學生成為自發且自律的學習者；4.反省和

評鑑教學。總合這四個技能就是反省實踐－有效能的教師。 

 

二、教學的活動 

  Braskamp 和 Ory(1994)將教學的工作分為四個構面（如表 2-5）： 

表 2-5 大學教師角色之教學構面與活動 

教學構面 教學活動 

1. 指導 
 在課堂、實驗室、臨床課和工作室指導學生 

 在工作坊、研討會指導參與者 

 管理課程（分級、維護學生的紀錄、規劃學習經驗）

2. 諮詢、監督、

指導和輔導學

生 

 在實驗室、實地考查工作監督學生 

 提供諮詢和輔導學生（職業、學術、個人輔導推薦）

 監督助教  

 監督實習生和臨床實習  

 監督學生自主學習  

 指導學生的高級研究專題和論文 

3. 發展學習活動  制定、審查和重新設計課程 

 制定和修改課程 

 開發教材、手冊和軟體 

 開發和管理函授課程 

 開發電腦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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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構面 教學活動 

 開展留學計劃 

4. 發展為一個教

師 
 評鑑同儕教學 

 進行教學和課堂研究 

 參與專業發展活動 

資料來源：Braskamp, L. A., & Ory, J. C. (1994). Assessing faculty work: Enhancing 

individual and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Williams和Rhodes(2002)的研究問卷收集了四年制的學院和大學最常使用來

評鑑教師表現的指標，其中評鑑教師教學表現的指標有以下：1.系主任評價；2.

課堂訪視；3.同事的意見；4.委員會評價；5.課程教學大綱、考卷和學習單；6.

院長評價；7.報名選修課程的人數；8.非正式學生意見；9.長期隨訪的學生；10.

自我評價或報告；11.學術研究和出版；12.學生考試成績；13.系統學生評鑑；14.

教學檔案。 

 

  美國麻薩諸塞州教授協會(Massachusetts Society of Professors, 2004)提出評

鑑大學教師和圖書館員的教學向度時，其教學效能指標如下： 1.有效提升學生

的學習成就；2.改善班級教學的方法與技巧；3.積極參與課程評鑑，維持授課內

容的品質與適切性；4.擔任學生顧問負責盡職，並確有特殊貢獻事蹟者。 

 

  Arreola(2007)指出教學所需的五大技能構面如下：1.課程內容知識(content 

expertise)；2.教學設計(instructional design skills)；3.教學技能(instructional delivery 

skills)；4.教學評量技能(instructional assessment skills)；5.課堂管理技能(course 

management skills)。 



  ‐ 30 ‐

 

  密西西比州立大學在其教師手冊中的「升等和聘任程序」一章中即提到教師

表現的標準和專業活動評鑑的內涵(Mississippi State University, 2008)。其中指出

「教學」之規準應包括 1.定期的課堂和實驗室的指導；2.對田野工作、實習工作、

表現和團隊的督導；3.對碩士和博士論文的指導；4.發展教材；5.進行其他授予

大學學分的學術活動；6.沒有學分的表演和校外的公開演說和展演；7.其他學術

單位所界定的教學活動。卓越的教學包括能夠傳授知識、方法和領域標準，藉由

輔導、諮詢和鼓勵有效地和學生溝通的能力，引導學生從事其研究，並有能力根

據當前的領域的學術標準準確和公正地評估學生工作。其中教學卓越的評鑑來源

可以以下的文件證明：同儕評鑑、學生評鑑、教材的範本、評分的學生作業、教

學錄影、碩博士畢業學生的論文和任何可以展現教師教學效能的文件。 

 

貳、國內大學教師評鑑相關研究－教學評鑑指標 

  本研究綜合國內探討大學教師教學評鑑相關之文獻，整理出下表，匯整國內

大學教師教學評鑑之次構面和其指標（見表 2-6）。 

 

表 2-6  國內大學教師評鑑相關研究－教學評鑑指標 

研究者 研究題目 教學評鑑構

面 

評鑑指標 

吳宇正

（2002） 

大學教師績

效評估模式

教學評鑑 1.授課內容；2.教學方法與技巧；3.教

學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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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題目 教學評鑑構

面 

評鑑指標 

之研究—應

用 DHP 法 

指導學生學

術研究之績

效 

 

教學態度 1.具足夠的專業知識；2.在授課前有充

分準備；3.教學內容豐富態度公正不

情緒化；4.能公私分明；5.具負責的態

度與不斷的進修；6.不斷充實內涵。 

教學素養 1.與學生保持良好互動；2.注重本身品

德和言行；3.具備相當耐心；4.時時給

予學生鼓勵；5.教學評鑑方式多元

化；6.談吐中肯、行為端莊，注重言

教和身教。 

張倍禛、

王健華

（2002） 

大學教學優

良教師評鑑

指標的建

立—教學資

源中心教師

評鑑個案研

究 

教學方式 1.所設計的試題答案不侷限於標準答

案；2.上課期間確實告訴學生學習缺

失；3.所設計的考題公正；4.懂得學生

需求適時給予幫助；5.將授課無以深

入淺出的方式呈現；6.適時提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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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題目 教學評鑑構

面 

評鑑指標 

未來方向；7.提供學生許多課外新資

訊；8.授課時有良好的出席率。 

教學關懷 1.啟發學生對該科目產生興趣；2.接受

各種不同生長背景學生，以及對問題

所提出的不同看法；3.不斷改進自己

的教學態度和方法，以提高學生的上

課興趣；4.注重學生的原創性；5.適時

提出具有意義的問題，讓學生有思考

的空間；6.注重學生的學習反應。 

教學倫理 1.公平的給予學生成績；2.保有公正立

場；3.將授課方向與架構在開學時向

學生作分析；4.依教學計畫進行教

學；5.談吐中肯、行為端莊，注重言

教和身教。 

教學表現 1.重視教學評量的結果；2.在教學評分

的公平性與適當的鑑別度中拿捏恰

當；3.得獎前 2-3 年的教學評鑑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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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題目 教學評鑑構

面 

評鑑指標 

在系、院的平均值以上；4.在得獎前

的 2-3 年為全職教學。 

政策配合度 1.教師配合學校政策；2.有教材編纂出

版，且其內容豐富優異；3.對所教授

課程有顯著或優異研究成果。 

教學準備 1.教材計畫規範清楚，於期限內繳

交、上網；2.教材、教案準備完備；

3.輔助媒材、教具、投影片準備、製

作周延；4.講義、補充資料準備、上

網；5.教學目標規範明確清楚；6.瞭解

學生的起點行為。 

呂美花

（2003） 

我國技職校

院教師教學

服務考核指

標之建構 

教學實施績

效 

1.教學方法、課堂問題解答情形；2.

教學內容、進度、教學目標達成程度；

3.教學態度、師生互動情形；4.授課出

勤、缺課情形；5.學生作業評量、作

業批閱、測驗及學生成績考評態度；

6.學生成績評分具公正及客觀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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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題目 教學評鑑構

面 

評鑑指標 

參加校內外研 

習、專題演講、研討會；8.提升教學

績效之措施。 

課後輔導 1.學生作業指導；2.專題或論文指導、

實習或展演；3.課外疑難問題解答；4 

課後帶學生參與研究工作或訓練事

宜；5.對學業欠佳學生實施課後輔

導；6.輔導學生認識就業市場；7.輔導

學生職場倫理。 

教務行政配

合 

1.參與課程教學會議情況；2.參與教學

有關之行政工作；3.參與考試監考態

度；4.學生成績考評之嚴謹度；5.送繳

試卷、學生成績情形；6.提出教學興

革事項或協助教務發展。 

教學績效評

量 

1.學生意見調查；2.科系主任評量；3.

自我評量。 

進修研究 1.參加專業性研習或學術研討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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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題目 教學評鑑構

面 

評鑑指標 

研究發明獲得專利；3.研討會發表學

術論文；4.在 SCI 等知名學術期刊發

表論文；5.在學報或一般期刊發表論

文；6.獲國科會研究計畫獎勵；7.獲政

府機關研究案；8 與企業界產學合作

研究；9.進修取得技術證照；10.進修

取得第二、三專長。 

王振世、

陳芃婷

（2005） 

大學教師績

效評量模型

之建立：以新

竹某國立大

學為例 

 1.教學品質/學生評點；2.指導學生及

互動；3.課程創新；4.教學準備/教材

編纂；5.課程規劃及安排。 

開課情形 1.授課時數；2.授課類別數。 

課程準備 1.教材內容規劃；2.教學大綱上網；3.

課程成績送交。 

專業發展 1.教學專業成長；2.教材教具研發。 

陳琦媛

（2006） 

我國公立大

學教師教學

評鑑之研究 

學生指導 1.論文指導情形；2.學生指導情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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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題目 教學評鑑構

面 

評鑑指標 

學生輔導情形 

教學方法 1.講解清楚易懂；2.掌握教學進度；3.

善用媒體補助教學；4.教學方法適

切；5.適時更新教學內容。 

教學態度 1.課程準備充分；2.專業知識嫻熟；3.

具備教學熱誠，教學態度認真；4.尊

重性別平等，認同多元文化；5.如有

調課或停課，會妥善安排補課。 

師生互動 1.重視學生學習情形，適時調整課

程；2.激發生學習動機；3.鼓勵學生思

考、提問及討論；4.協助學生解決問

題；5.師生互動良好。 

成績評量 1.事先說明評量方式；2.評量標準明

確；3.評量方式適切；4.成績評量符合

教學目標和內容；5.作業批改認真並

給予適時回饋。 

學生優良表 1.學生學習成效；2.指導學生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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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題目 教學評鑑構

面 

評鑑指標 

現 

教學優良事

蹟 

1.教學優良教師獲獎；2.教學相關特殊

事蹟。 

黃厚生

（2007） 

技職型大學

教師評鑑與

淘汰機制之

研究 

 1.學生教學評量；2.專題或碩士生指導

/校外競賽；3.自製教材/出版教科書；

4.缺課/遲到/早退；5.支援進修部/暑修

/輔導課程。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參、初擬教學評鑑指標 

  綜合以上文獻所列出之大學教師教學活動，本研究初步歸納出以下評鑑大學

教師教學之指標如表 2-8： 

表 2-7  初擬評鑑大學教師教學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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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擬評鑑大學教師教學指標 

陳
琦
媛
，

2006 

王
振
世
，
陳
芃
婷

, 2005 

吳
宇
正
，

2002 

M
ississippi State U

niversity, 2008 

A
rreola, 2007 

M
assachusetts Society of 

Professors, 2004 

W
illiam

s
和

R
hodes, 2002 

B
raskam

p
和

O
ry, 1994 

1. 教授課程時數 ˇ
      

ˇ

2. 修課學生人數  ˇ     ˇ  

3. 課程諮詢時間     ˇ ˇ  ˇ

4. 論文指導篇數 ˇ  ˇ ˇ    ˇ

5. 教材研發情形  ˇ  ˇ ˇ   ˇ

6. 參與課程評鑑，維持授

課品質 ˇ     ˇ  ˇ

7. 教學內容的品質與適切

性 
  ˇ  ˇ  ˇ  

8. 教學評量能力 ˇ    ˇ  ˇ  

9. 教學方法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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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擬評鑑大學教師教學指標 

陳
琦
媛
，

2006 

王
振
世
，
陳
芃
婷

, 2005 

吳
宇
正
，

2002 

M
ississippi State U

niversity, 2008 

A
rreola, 2007 

M
assachusetts Society of 

Professors, 2004 

W
illiam

s
和

R
hodes, 2002 

B
raskam

p
和

O
ry, 1994 

10. 學院或系所主管對教學

之評鑑意見 
      ˇ ˇ

11. 同儕對教學之評鑑意見       ˇ ˇ

12. 學生對教學的意見反應

調查 ˇ ˇ     ˇ  

13. 課程管理  ˇ   ˇ   ˇ

14. 學生表現 ˇ      ˇ  

15. 教學檔案 ˇ ˇ  ˇ   ˇ  

16. 優良教師獲獎 ˇ   ˇ  ˇ  ˇ

17. 運用科技輔助教學  ˇ  ˇ ˇ   ˇ

18. 參與專業發展活動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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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肆、評鑑人員和評鑑資料來源 

  Seldin, P. (2006)指出學生、同事、行政主管和大學教師本身在收集大學教師

教學評鑑的資料上扮演關鍵的角色： 

1. 學生：其能提供有信效度的課堂和教學者的評鑑。 

2. 同儕：其能提供對教學者表現的深入了解，透過課堂觀察和藉由審查教

授之教學材料，例如教學大綱、講義、測驗、家庭作業、閱讀清單、學

期論文和實驗室的報告。 

3. 行政人員：系主任和院長是教學評鑑的一個重要的證據來源，儘管他們

很少參與課堂因而仰賴自己的信息來源來判斷有效的教學。 

4. 教師自評：如果謹慎且誠實的實行，則有助於共同判斷教學成效的準確

性和可靠性，而且是一個立即且有效的增進教學表現的推動力。 

 

  Arreola(2007)依評鑑人員和資料收集方式的不同，摘要列出六種經常使用的

教學評鑑的方式及其目的、優點、弱點、有效使用此種評鑑方式的條件和資料來

源（如表 2-8）。 

 

表 2-8 評鑑大學教師教學的工具和程序摘要表 

資料收集方法 學生評分 (Student Ratings) 

方法描述 學生經由結構化或未結構化的問卷或訪談來評估教學者的

表現。 

目的 ▓協助教學者改善教學 ▓確認教學者之功過  

▓協助進行人事決策 

優點 可產生具有信效度之教師教室教學表現資料。教師通常會因

為學生的回饋而調整教學方式，若能採用適切設計之量表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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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取得和同儕評鑑及上級評鑑高度相關之資料，且學生的成

績也不會受到此評比的影響。 

弱點 若採用不適當的評鑑工具便可能產生問題，再者，可能因為

教師表現以外的其他因素影響學生的評比。 

有效使用的條件 ▓學生需匿名 ▓教師需能接受學生的回饋 

▓評鑑工具需妥善設計 

資料來源 ▓學生對於本身以及因學習而產生改變的認知 

▓學生感受不同教學方法對其之影響 

▓學生對於教學活動的反應 

▓學生對於教學者好惡的認知 

資料收集方法 學生表現測驗 (Tests of Student Performance) 

方法描述 測量學生學到什麼，以及經過一段時間和教學者的學習，學

生如何改變。 

目的 ▓改善學生學習 ▓確認教師的功過 

優點 ▓學生目標的達成是教師表現資料的合理來源 

▓測量教師在一段時間內對於學生的影響 

弱點 ▓很難設計適當的測驗  

▓標準化測驗的得分通常是不適切的表現測量  

▓其他因素可能會影響表現（比如學生資質、家庭背景和先

前學習經驗） 

有效使用的條件 ▓一定要有系統性且全面的資料收集計畫 

▓需有熟練的人員收集表現數據 

資料來源 ▓學生作業樣本 

▓考試結果 

▓態度測量 

資料收集方法 自我評鑑 (Self-Evaluation) 

方法描述 教學者利用各種方式收集資訊以評估和自我需求、目的和目

標相關的表現。 

目的 ▓幫助教學者改善 ▓確定最佳的工作 

優點 ▓可作為持續評估的方案之一 

▓教師比較喜歡自己所蒐集的數據 

▓所收集的資料和教師的目標和需求較有關連 

弱點 ▓結果和其他評鑑方式不一致 

▓沒有意願蒐集或認為數據和個人表現有關 

▓傾向比學生給予自己更高的評價 

有效使用的條件 ▓教師需有自信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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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確認目標和蒐集適切數據的能力  

▓使用於人事決定時一定不可給予過高的權重  

資料來源 教師本身所設立目標之進展資訊。 

資料收集方法 系所主管觀察 (Department Head Observation) 

方法描述 主管透過課堂觀察、審查學生的學習資料和學生的回饋來評

價教學者。 

目的 ▓引導專業成長和發展 

▓所觀察結果應不可使用於人事決策，除非督學為觀察團的

一員 

▓此觀察團得採用標準化觀察工具、受過良好訓練、並進行

充分且經常的觀察以提供數據的信度 

優點 ▓督學對於大學的目標和價值最熟悉 

▓可能會有教師表現的額外資訊 

▓可以比較不同學校、地區或系所間的差異 

▓觀察、回饋和追蹤時需最少資源  

▓對評鑑和決策有法定權力 

弱點 可能因之前的數據、個人關係、觀察原因、本身價值觀和教

學方法的好惡而產生主觀偏差。因觀察者的存在造成觀察情

境呈現非常模狀態。 

有效使用的條件 督學需有適切的時間、觀察和檢視技巧。觀察必須聚焦於教

學的特徵， 亦即研究所見和所需求學生表現有關。 

資料來源 ▓對教師和學生行為關連性的意見 

▓教師和特定因素比較的資訊 

資料收集方法 同儕評分和觀察 (Peer Rating and Observations) 

方法描述 其他同儕透過課堂觀察、審查課程設計、教學輔助材料的適

當性和有效性和教學評量策略和工具的適當性來評鑑教學

者的表現。 

目的 ▓引導專業成長和發展 

▓所觀察結果應不可使用於人事決策，除非督學為觀察團的

一員 

▓此觀察團得採用標準化觀察工具、受過良好訓練、並進行

充分且經常的觀察以提供數據的信度 

優點 ▓熟悉大學目標、優先順序、價值觀和教師所面對的問題 

▓鼓勵專業行為 

▓可以從教師的專長領域挑選，可能可以給予專門的建議 

弱點 會因先前的數據、彼此關係、同儕壓力的主觀偏差影響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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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同儕間的關係將受破壞、評鑑者個人對於教學方法的偏

好可能產生偏差。 

有效使用的條件 ▓要求高度的專業道德和客觀性 

▓要求高程度的觀察和分析技能 

▓需要進行多元檢視的時間 

資料來源 ▓對教師和學生行為關連性的意見 

▓和評鑑教師偏好的方法進行比較 

▓對於教學方法的建議 

資料收集方法 專家訪視(Visiting Team of Experts) 

方法描述 外部人員進入經認可合格的大學教師評鑑程序去觀察教師

的表現和審查學生的學習資料。 

目的 ▓引導專業成長和發展 

▓所觀察結果應不可使用於人事決策，除非督學為觀察團的

一員 

▓此觀察團得採用標準化觀察工具、受過良好訓練、並進行

充分且經常的觀察以提供數據的信度 

優點 ▓可運用專門技能選擇評鑑指標 

▓免於政治、問題和學校的偏差 

▓從獨立評比提供可信數據 

弱點 ▓因個人價值觀和偏好而產生偏差  

▓評鑑者不對學術機構負責 

有效使用的條件 ▓專家需適切的選擇、導向和訓練 

▓需要進行多元觀察和檢視的時間 

▓使用此團隊已訓練使用之標準觀察評比格式 

資料來源 ▓對於教師行為和學生行為關連性的意見 

▓和評鑑專門人員認為好的方法進行比較 

▓對教學方法建議 

資料來源：Arreola, R.A. (2007). Developing a comprehensive faculty evaluation 
system : A handbook for college faculty and administrators on designing and 
operating a comprehensive faculty evaluation system (p.65-68), Bolton, MA: An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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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大學教師服務評鑑 

  

  許多學者提到服務貢獻對大學教師的重要性(Boyer, 1990; Williams & 

Rhodes, 2002; Arreola, 2007)，但也有學者認為服務對大學教師的責任來說是害群

之馬(black sheep)，因其難以被定義和表揚，而且通常和大學教師的主要教學和

研究的責任不相干(Berberet, 1999; Crosson, 1985)。學者 Seldin(2006)就提出以下

問題：何謂服務？學院或大學要的服務程度和系所相同嗎？教授應該等到直到續

聘前再投入有意義的社區工作？這些服務貢獻如何被用文件證明呢？ 

 

壹、服務的內涵 

 

一、何謂服務(service)？ 

  此處所探討的服務係指大學教師以學術服務的角色所從事的活動。廣義來

說，機構服務(institutional service)指的是運用教授的知識和技能去增益機構

(institution)、專業組織(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和社區(community)(Seldin, C. A., 

2006)。 

  Boyer(1990)認為一個人的服務貢獻必定要和個人的專業領域做緊密的結

合。服務還有有一項中心的特徵就是：服務意謂著增益(benefit)。大學教師的技

能和專業應該對個人、團體和組織提供明顯的益處。否則大學教師的服務就不會

被機構所珍視(Seldin, C. A., 2006)。 

  綜合上述學者的意見，本研究將服務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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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運用專業知識， 

2. 在任職機構內或機構外， 

3. 從事對組織有益的活動。 

 

二、服務的活動 

  Seldin, C. A.(2006)指出服務有兩個主要的成份：內部（通常指在校園裡）和

外部（專業和社區）。一些機構將外部服務再區分為二個主要的部份─對專業的

服務和對社區的服務。其主要的活動如下： 

 

1. 內部服務：最常被引用的例證包含教師參與系所和大學的委員會和專門

的任務小組、指導學生、指導新進同仁、擔任教學觀察員、發展工作坊

和承辦校園典禮以幫助同仁和學生增進了解和知識、指導學生社團等都

被視為內部服務。 

2. 外部服務中對社區的貢獻：指的是參與不同的公民團體、政府機構和組

織。服務的項目包含對當地團體和組織的演講、對社區團體或個人提供

專業的建議和諮詢，和參與當地的文化、教育或政府的委員會。 

3. 外部服務中對專業的貢獻：指的是投入於較廣大的學術社群。此類的貢

獻包含任職受審核期刊的主編、擔任州、地區、全國或國際學術協會團

體的高階幹部(officer)、擔任州、地區、全國或國際會議的組織者、擔任

研討會論文的評論者、擔任研討會會議記錄的編輯、為外部出資機構審

查論文、擔任政府、商業和工業的顧問及其委員會的成員等。 

 

  Braskamp 和 Ory(1994)將實踐和專業服務的工作分為五個構面（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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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大學教師角色之服務構面與活動 

服務構面 服務活動 

進行應用研究和評鑑 
(Conducting applied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進行應用研究 

 進行指示或有合約的研究 

 為其他機構進行計劃、政策和人事評鑑研究 

傳播知識 
(Disseminating 
knowledge) 

 為公共和私人組織諮詢和提供技術援助 

 為州、國家、國際政府機構從事公共政策分析

 舉辦有目標性的簡報 

 透過研討會、會議和講座對一般民眾提供資訊

 為各種觀眾闡釋技術資訊 

 為廣大公眾和目標觀眾寫書面研究、政策分
析、立場文件的摘要報告 

 出席在電視和媒體活動 

 作為專家證人 

 為立法機關和國會委員會作證 

 編輯通訊 

 在新聞界和其他媒體擔任專家 

開發新產品、作法和臨

床程序 (Developing 
new products, practices, 
clinical procedures) 

 設計和創造革新和發明 

 開發臨床程序和作法 

參與其他機構

(Participating in 
partnerships with other 
agencies) 

 與學校、行業和民間機構合作制定政策 

 其他教育和文化機構發展展覽 

 管理藝術節慶和暑期課程 

 參與經濟和社區發展活動 

表現臨床服務

(Performing clinical 
service) 

 診斷和治療客戶和患者 

 進行會議 

 督導人員 

資料來源：Braskamp, L. A., & Ory, J. C. (1994). Assessing faculty work: Enhancing 

individual and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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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skamp 和 Ory(1994)同時界定公民表現(citizenship)有以下三個構面（表 2-10）： 

 

表 2-10 大學教師角色之公民表現構面與活動 

公民表現構面 公民表現活動 

有助於當地校園 
(contributing to the 
local campus) 

 行政和管理校園單位 

 擔任校園委員會成員或主席 

 指導其他教師和工作人員 

 為了機構的提升代表機構 

 參與校園管理 

有助於紀律、專業

協會和社會 
(contributing to 
disciplinary an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and 
societies) 

 在組織中持有領導地位 

 任職資格認證機構 

 任職於國家研究局 

 組織由專業機構資助的會議和研討會 

 服務於理事會和任務團隊 

有助於其他社區 
(contributing to 
other communities) 

 參與公民、政治、宗教和社會組織 

 擔任公職 

 為公民免費提供醫療保健服務 

資料來源：Braskamp, L. A., & Ory, J. C. (1994). Assessing faculty work: Enhancing 

individual and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Arreola(2007)認為一般將服務分為三類：1.對機構的服務(service to the 

institution)；2.對專業社群的服務(service to the professional community)；3.對一般

社群的服務(service to the general community)。 

  1.機構服務(service to the institution)可以被定義為執行被分配的非教學性責

任或職務，並非必然地和個人的被認可的專業領域或學術本質相關，而對機構的

有效運作做出貢獻。機構服務包含以下活動： 

 對委員會的服務（課程、升等和聘任、入學許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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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學生社團和組織 

 管理計劃 

 擔任指導教授或顧問 

 招生和募款 

 

  2.專業服務(service to the profession)可以被定義為自願性的執行責任或職

務，並非和個人被認同的專業領域相關，而對專業組織的有效運作做出貢獻

(within one’s content field)。專業服務包含以下活動： 

 擔任期刊或通訊的編輯 

 擔任期刊、通訊或全國研討會的論文審稿人 

 擔任研討會的組織者 

 擔任專業組織的高階幹部（會長、祕書、財務主管等） 

 擔任組織代表 

 

  3.一般社群服務(service to the general community)指的是大學教師將受認同

的學術專業應用於一般社群。 

 

  Williams和Rhodes(2002)的研究問卷收集了四年制的學院和大學最常使用來

評鑑教師表現的指標，其中將服務分為兩個構面：大學服務表現和社區服務表

現。其指標如下： 

1. 社區服務表現構面： 

(1) 社區演出 

(2) 展開培訓或發展計劃（有學分或沒有學分的課程） 

(3) 對外部組織或企業提供技術或管理諮詢 

(4) 志願為委員會、董事會和社區組織服務 

2. 大學服務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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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術諮詢 

(2) 擔任學生組織顧問 

(3) 系所行政職責 

(4) 非學術性的學生輔導 

(5) 參與校園座談會 

(6) 擔任招聘學生人員 

(7) 為學院委員會服務 

(8) 為系所委員會服務 

(9) 願意教不受歡迎的課程 

 

  美國麻薩諸塞州教授協會(Massachusetts Society of Professors, 2004)提出評

鑑大學教師和圖書館員的服務向度時，應考量以下三個向度和其規準： 

  1.專業領導及成就 

   (1)在專業領域或學術團體中有傑出的領導或成就 

   (2)在專業大學或機構從事博士後高深研究。 

  2.對大學的服務 

   (1)服務於校內委員會 

   (2)大學專業委員會或評審機構代表 

   (3)參與由校長或董事會的工作團隊  

   (4)致力於特定學術領域的發展與領導，以強化大學的使命 

   (5)獲得新技能或技術轉移提高大學社會服務功能。 

  3.社區服務 

   (1)提供社區專業服務 

   (2)協助社區整體發展。 

 

  密西西比州立大學在其教師手冊中的「升等和聘任程序」一章中即提到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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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的標準和專業活動評鑑的內涵(Mississippi State University, 2008)。其中指出

「服務」之規準應包括能提高大學或領域學術生活、提高生活或社會品質，或促

進一般機構、社區、國家或民族福址的活動。因此，包括向公眾推廣和延伸學術

知識，參與部門、大學或大學委員會，或參與區域、國家或國際學術委員會、董

事會或審查小組，或在公共委員會擔任學術界代表。 

 

貳、國內大學教師評鑑相關研究－服務評鑑指標 

  綜合以上文獻所列出之大學教師服務活動，本研究初步歸納出以下評鑑大學

教師服務之指標如表 2-11： 

表 2-11  國內大學教師評鑑相關研究－服務評鑑指標 

研究者 研究題目 教學評鑑構面 評鑑指標 

行政服務 1.參加委員會；2.學分班教學與建教

合作參與程度；3.實驗室規劃管理；

4.指導學生實習；5.其他系所服務。

王國明、

顧志遠

（1998） 

教師績效獎

勵制度建立

之理論與實

務 導師服務 導師服務 

行政服務 1.全校性服務；2.系所服務；3.對外

服務。 

吳宇正

（2002） 

大學教師績

效評估模式

之研究—應

用 DHP 法 

學生輔導  

呂美花 我國技職校 全校性服務 1.擔任系科務行政工作；2.協助校內



  ‐ 51 ‐

研究者 研究題目 教學評鑑構面 評鑑指標 

其他單位行政工作；3.擔任行政、學

術主管或召集人；4.協助參與學校內

部交辦之工作；5.參與校內各項委員

會委員或會議代表；6.策劃或協辦校

內各項學術性活動；7.協助教學與實

習相關工作；8.擔任專案召集人及相

關工作；9.辦理學校重大活動；10.

擔任全校性招生工作。 

系科所服務 1.協助完成系科推展工作；2.參與系

科各項委員會；3.參與辦理招生相關

事宜；4.參與系科課程規劃、實驗室

規劃及管理；5.輔導學生參加考照、

推甄考試；6.主動協調溝通。 

推廣服務 1.參與系科推廣班的規劃、開發、設

立、授課；2.配合系科進修部課程的

授課；3.以學校名義在系科領導下參

與相關領域的社區或校外服務。 

（2003） 院教師教學

服務考核指

標之建構 

學生輔導服務 1.擔任導師；2.參與學生輔導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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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題目 教學評鑑構面 評鑑指標 

會、導師知能研習營或系科導師會

議；3.參與學生的班級或社團活動；

4.關心學生日常生活及校外輔導工

作，協助學生解決問題並與學務單

位聯繫；5.主動發覺轉介特殊個案學

生。 

校外服務 1.接受公民營機關委辦之計畫、研討

會、訓練班、專利發明查審、企業

邀請做專題演講、專案研究、技術

服務或材料檢驗；2.獲學界邀請做學

術性演講；3.獲教育部、考試院、職

訓局、工業局等機構邀請擔任評

審、口試、命題、閱卷、評 

鑑、審查、編審等專業服務工作。

4.輔導廠商規劃進行學習型組織或

至被輔導廠商或團體授課。 

王振世、

陳芃婷

大學教師績

效評量模型

 1.學校行政工作；2.學校基金之勸

募；3.任職學生導師及輔導員；4.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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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題目 教學評鑑構面 評鑑指標 

（2005） 之建立：以新

竹某國立大

學為例 

導學生參加校外競賽；5.參與公共政

策或公益團體。 

黃厚生

（2007） 

技職型大學

教師評鑑與

淘汰機制之

研究 

 1.支援單位行政/實驗室管理；2.辦理

全校/跨校性活動；3.擔任導師/輔導

員/社團老師；4.協助建教/推廣/技能

檢定；5.擔任各級/校外委員會委員。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參、初擬服務評鑑指標 

   

綜合以上文獻所指出之大學教師服務活動，本研究初步歸納出以下評鑑大學

教師服務之指標（表 2-12）： 

 

表 2-12 初擬評鑑大學教師服務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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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擬評鑑大學教師服務指標 

王
振
世
，
陳
芃
婷

, 2005 

吳
宇
正
，

2002 

M
ississippi State U

niversity, 2008 

A
rreola, 2007 

Seldin, C
. A

., 2006 

M
assachusetts Society of 

Professors, 2004 

W
illiam

s
和

R
hodes, 2002 

B
raskam

p
和

O
ry, 1994 

1. 輔導學生：指非學術性

之輔導 ˇ ˇ   ˇ ˇ   

2. 指導學生社團和組織 ˇ   ˇ ˇ  ˇ  

3. 單位行政和管理人員 ˇ ˇ     ˇ ˇ

4. 擔任招聘學生人員：協

助招生 
   ˇ   ˇ  

5. 參與全校、學院或系所

委員會：課程、升等和

聘任、入學許可等 

 ˇ ˇ  ˇ ˇ   

6. 指導其他教師和工作人

員 ˇ       ˇ

7. 組織由專業機構資助的

會議和研討會 
  ˇ ˇ ˇ   ˇ

8. 擔任專業組織的高階幹

部：會長、祕書、財務

主管等 

  ˇ ˇ ˇ   ˇ

9. 受邀擔任講座、演講、

朗誦、表演或展覽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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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擬評鑑大學教師服務指標 

王
振
世
，
陳
芃
婷

, 2005 

吳
宇
正
，

2002 

M
ississippi State U

niversity, 2008 

A
rreola, 2007 

Seldin, C
. A

., 2006 

M
assachusetts Society of 

Professors, 2004 

W
illiam

s
和

R
hodes, 2002 

B
raskam

p
和

O
ry, 1994 

10. 擔任外部委員會成員：

非大學內部 ˇ
 

ˇ ˇ ˇ
 

ˇ 
 

11. 對外部組織或企業提供

技術或管理諮詢 
  

ˇ
 

ˇ
 

ˇ ˇ

12. 擔任公職或政府部門顧

問 
  

ˇ
 

ˇ
  

ˇ

13. 在其他機構任職 
  

ˇ
 

ˇ
  

ˇ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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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我國大學教師評鑑實施現況與困境 

   

  《大學法》授權各校校務會議自訂教師評鑑組織、評鑑方法、程序及具體措

施等，以達到大學自主自治的精神，各校為因應《大學法》的修訂，紛紛擬定教

師評鑑相關辦法，評鑑制度得以依照各校發展特色與屬性彈性調整，本研究藉由

彙整現行公私立大學教師評鑑辦法，希冀對目前國內各大學之教師評鑑現況有更

深入的瞭解，同時並進一步探討現行大學教師評鑑所可能遭遇的困境。 

 

壹、我國大學教師評鑑實施現況 

  以下匯整目前國內一般大學之教師評鑑辦法和各校之差異，以了解現行我國

大學教師評鑑之概況（吳佩真、張民杰，2007；吳清山、張佩韻，2007；楊智穎、

蘇竟同、陳怡芬，2007）： 

 

一、評鑑目的 

  2005 年 12 月 13 日《大學法》完成修法並於 2005 年 12 月 28 日修正通過，

法條中明文規定：「大學應建立教師評鑑制度，對於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及

服務成效進行評鑑，做為教師升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不續聘及獎勵之重

要參考。」各校依《大學法》之規定擬定教師評鑑辦法，並在評鑑辦法第ㄧ條開

宗明義訂出教師評鑑辦法之目的。國立嘉義大學及台灣師範大學各在該校《教師

評鑑辦法》及《教師評鑑準則》第ㄧ條中訂出提升教師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

之專業品質與水準之評鑑目的；國立中山大學與德明科技大學則提出教師評鑑目

的在於提升教師專業能力，增進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品質；輔仁大學則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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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師在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之績效責任；國立台中教育大學與國立台灣

大學則是將輔導功能涵蓋於服務層面之下，以提升教師榮譽，增進教學、研究與

服務水準為目的。 

  綜上所述，我國大學進行教師評鑑是基於提升教學、研究、服務、輔導四大

構面的水準，提升大學價值，並以績效評估為依歸，做為人事決策及獎懲的參考。 

 

二、評鑑內涵 

（一）評鑑構面 

  我國大學教師評鑑之構面，以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等為主，清華大學、

台灣師範大學、臺北大學、聯合大學、東海大學等校即於教師評鑑辦法中敘明評

鑑範圍包括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四個面向；部分大學則將服務與輔導合併為

一個面向，成為教學、研究、服務暨輔導三個項目，例如東華大學、暨南大學、

花蓮教育大學等；除此之外，部分大學則未將輔導列入，或將輔導一項涵蓋於服

務層面之下，其評鑑項目分為教學、研究、服務三項，例如政治大學、台灣大學、

中興大學等。各校除了以《大學法》所明訂的四項評鑑範疇做為各校的評鑑項目

以外，部分大學依其性質，將其他與學校發展特色有關之重要項目納入該校之教

師評鑑的項目中，例如台北藝術大學及台灣藝術大學分別將展演和創作納入評鑑

項目中、亞洲大學則增加了專業發展進修一項、國立體育學院明訂訓練和競技為

教師評鑑的重要項目。 

 

（二）權重分配 

  過去的幾十年以來，教育領導者、大學教師和公眾持續關心大學的任務

(Boyer, 1987; Porter & McKibbin, 1988)以及大學中教學和研究的優先排序(Cl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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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Edgerton, 1993; Hornback, 1993)。 

  Boyer(1987)的研究報告也指出「大多數的大學存在有教學和研究的優先順

序的壓力」，而其他的學者也指出了相同的憂慮(Koplik & Welsh, 1993; Mooney, 

1992)。依據國家學術發展的走向和大學的任務和目標，對大學教師不同的角色

和從事的活動必定有差異性的關注，因此有必要對建構出來的大學教師評鑑指標

的重要性做探討。 

  Arreola(2007)指出一個動態的大學教師角色構面評鑑之權重如下表 2-14： 

表 2-13 動態的大學教師角色模式 

最小權重(%) 大學教師角色 最大權重(%) 

50% 教學 85% 

0% 學術和創新活動 35% 

10% 對大學的服務 25% 

5% 對一般社群的服務 10% 

資料來源：Arreola, R.A. (2007). Developing a comprehensive faculty evaluation 
system : A handbook for college faculty and administrators on designing and 
operating a comprehensive faculty evaluation system, Bolton, MA: Anker. 

  本研究綜合國內大學、學院和系所之大學教師評鑑相關法規，發現教師評鑑

指標構面權重依教師角色構面、教師年齡和教師級別有所不同： 

1.權重依角色構面有所區別 

  以我國「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院教師基本績效評量辦法」第八條規定：本院

教師評量項目分教學、研究及服務三項，評量標準為教學項目佔百分之三十，研

究項目佔百分之六十，服務項目佔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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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權重依教師年齡有所區別 

  「國立臺灣大學數學系教師評估辦法」第七條規定：本系教師之受評項目計

教學、研究、服務三項，總分為壹百分，受評教師之分數須達柒拾分始為及格。

以上教學、研究、服務三項之分數比例由受評估教師根據以下比例之上下限，並

以百分之五的間距自定之。其教師年齡與評鑑構面的權重為：40 歲以下，研究

佔 55%－65%、教學佔 30%－35%、服務佔 5%－10%；40 至 49 歲，研究佔 40%

－65%、教學佔 30%－50%、服務佔 5%－20%；50 歲以上，研究佔 25%－65%、

教學佔 30%－65%、服務佔 5%－20%。 

 

3.權重依教師職級有所區別 

  「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系教師升等評審暨推薦作業要點」第十五條規定：「本

系教師升等評審委員會對於升等申請人之複審，應就升等申請人之研究、教學及

服務三項分別評分，各項分配分數如下表，但其總分最高不得超過九十分，最低

不得低於五十分；評分時如所評分數有一項分項配分超出或不足規定之分數者，

則對該申請人之評分為廢票，其評分者之平均人數應扣除廢票票數。……。」其

大學教師級別與評鑑構面權重的關係如下：教授等級，研究佔 60%、教學佔 20%、

服務佔 20%；副教授等級，研究佔 50%、教學佔 30%、服務佔 20%；助理教授等

級，研究佔 50%、教學佔 30%、服務佔 20%。 

  彭森明（2005）所作的我國大學教師對教師評估的意見調查，其結果也顯示

各級教授教學、研究和服務項目評鑑重要性及權重分配要有所區別：1.助理教

授：研究（41.06%）、教學（37.51%）、服務（21.4%）；2.副教授：研究（40.80%）、

教學（35.86%）、服務（23.37%）；3.教授：研究（39.98%）、教學（34.51%）、服

務（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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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權重依學校發展導向（教學型或研究型）有所區別 

  各評鑑項目的明確性或標準從研究、教學、服務至輔導逐項遞減，整體而言

大學多偏重於研究項目的成果，此部分也可由學校所定免受條款中觀察到，學校

多以研究成果為免受評鑑的條件（吳清山、張佩韻，2007）。然而近年來教師的

教學成效已漸漸受重視，各校之發展分為所謂教學型大學以及研究型大學，教學

和研究的比重分配在許多大學內已漸漸達到平衡，例如佛光大學規定教師評鑑的

比例分配為教學績效（40％-50％）、研究績效（30％-50％）、服務績效（10％-20

％），東海大學規定各項比重為教學（20-60％）、研究（10-60％）、服務（10-30

％）、輔導（10-60％），長庚大學則針對教師的不同發展給予不同的比重分配，

分為「教學型」與「研究型」，其中研究型教師之評量，教學佔 30％，研究佔 60

％，服務佔 10％。教學服務型教師之評量，教學佔 60％，研究佔 20％，服務佔

20％。由上述分析可知，現今大學對教學績效益加重視，漸漸打破過去「重研究

輕教學」的現象，使兩者漸漸達到平衡，然而相對於教學愈受重視，服務與輔導

成效之權重依然較低。 

  評鑑構面的比例分配方式，少數大學採取統一規劃比例的方式辦理，例如世

新大學於該校之教師評鑑辦法中明文規定「教師評鑑項目分為教學、研究、輔導

與服務，三項目之比例佔總分之 40%、40%和 20%」。但多數大學於教師評鑑辦

法中皆明訂授權給各教學單位（院、系或所）得以依各單位教師之實際情況於規

定的範圍內訂定各評鑑項目之百分比權重。有些大學則依教師之個別差異予以分

組，針對各組調整評鑑項目的百分比，例如長庚大學以及義守大學將教師分為「研

究型」與「教學型」兩類，兩者在教學、研究以及服務項目上之百分比皆有所差

異。除此之外，部分大學更直接授權受評教師得以於設定的範圍內自選各項目配

分比例或提出數種配分方案提供教師選擇，例如輔仁大學、大同大學、國立體育

學院、靜宜大學等。 



  ‐ 61 ‐

 

（三）評鑑對象 

  我國大學教師評鑑對象著重於對專任教師的評鑑，多數學校只針對專任教師

進行教師評鑑制度的規劃。各校專任教師除了依規定需定期接受評鑑之外，若符

合各校所訂立之特殊條件則可以免受評鑑。以國立臺北教育大學的教師評鑑辦法

為例，其中設計的免接受評鑑的條款，資格條件如下：1.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者；2.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者；3.曾擔任國內外著名大學講座教授經

本校認可者；4.曾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3 次以上者；5.主持國科會研究計畫 15 

年以上者；6.在 SCI, SSCI, EI, AHCI 發表論文或國外同等級藝文展演達 15 篇

（場）以上者；7.在 TSSCI,THCI 發表論文或國內、外同等級藝文展演達 30 篇

（場）以上者;8.曾獲本校教學優良獎 5 次者；9.年齡滿 60 歲者。而綜觀國內各

大學的免受評鑑條款，教師在教學或研究有卓越表現、服務年資或年齡達某ㄧ門

檻以上，可排除於評鑑的規定，其中多以傑出研究表現為要件，如獲選院士、教

育部學術獎、國家獎座、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獲邀為國外著名大學獎座教授等。

在教學方面，則以獲得校內教學績優獎項肯定之教師得享有免接受評鑑的權利，

其他如服務輔導等方面，亦需有具體卓越表現，經校內三級教評會通過者，得列

為免受評鑑的條件之一，以平衡偏重研究的情形。由上述情形可以發現，我國大

學教師免受評鑑條件有偏重於教師之研究表現的傾向，條文中較不重視教師於教

學，甚至輕忽教師於服務上的表現。 

  至於年齡與年資方面的免受規定，部分學校亦明訂於免受條件之列，例如中

山大學規定年滿六十歲者、交通大學規定六十歲以上且已通過至少一次評量或曾

符合其他免評量條件、政治大學規定教師需服務年資滿十五年且年滿六十歲者得

予免受教師基本績效評量；然而對於以服務年資以及年齡做為免受條件之規定，

部分學校因受質疑，已考慮要廢除此規定（楊智穎、蘇竟同、陳怡芬，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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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鑑頻率 

  在教師評鑑實施頻率方面，近四成的大學依照教師的職別—講師、助理教

授、副教授、教授，而有 3-5 年的差異，近五成的大學則採取訂定統一評鑑年限，

其年限為 1-5 年不等，其中大約三成的私立大學規定每年皆進行一次教師評鑑，

以確保教師在各方面的表現水準。近七成以上的大學則針對新聘教師另外規定其

評鑑時程，並且依各校的相關辦法辦理，通過後使得續聘，如台北市立體育學院

與彰化師範大學針對初聘之講師及助理教師，就其聘任後一至二年期間於各方面

之績效訂定考核標準，以認定是否續聘。 

 

（五）評鑑機構 

  目前各大學負責進行大學教師評鑑的單位主要以教師評審委員會居多。《大

學法》提到為打破目前大學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僵化的架構，強化教師評審的功

能，未來教師評審委員會的分級、組成方式及運作規定，由大學自行決定，經校

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即可實施。然而大部分學校的評鑑組織目前多分為三級，分別

是校級、院級和系（所）級，至於評鑑層級分為一級、二級或三級則各有設計。

少部份學校則於教師評鑑辦法中明文規定另外成立專責組織，如中興大學成立院

級教師評鑑小組、台灣海洋大學成立院級教師評估小組等。或者將評鑑的責任及

權力下放給各所屬的學院自行辦理，如台灣大學、中央大學、中華大學等。因評

鑑組織的不同，評鑑成員也有差異，如中興大學的教師評鑑小組的組成需包含三

分之一以上校外專家，中山大學的教師評鑑委員會則規定校外專家需有四到六

人，教師評鑑組織明訂校外人士的參與，有助於提高該評鑑組織的客觀性。然而

大部分大學並未針對教師評鑑設立專責單位，以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時肩負教

師評鑑的工作，優點是可避免委員過多的情形，但因為大學教師評鑑對象多是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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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教師，包括教授，若同時辦理教師評鑑恐有發生「球員兼裁判」之嫌，為提高

評鑑的公正與客觀性，部分學校於教師評鑑辦法中明訂教師評鑑委員之迴避條

款，俾利評鑑工作的進行。 

 

（六）評鑑方法 

  目前除了少數學校詳列教師評鑑的方式以外，如台灣師範大學、致遠管理學

院與台北市立體育學院敘明教師評鑑方法包括「系（所）院評鑑、教師自評、教

師同儕評鑑、學生評鑑與其他評鑑」、高雄師範大學規定以「教學檔案、學生教

學滿意調查表或教學觀察等多元途徑進行評鑑」，九成以上的大學並未於該校的

教師評鑑方法中明訂評鑑的方式，而是採授權教學單位（院或系所）訂定教師評

鑑細則的方式，敘明評鑑項目、評鑑方法、計分標準、評鑑程序、評鑑結果的處

理等，經校或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三、評鑑結果 

（一）評鑑結果之應用 

  大學教師評鑑可以提升大學教師之教學、研究和服務之績效，進而增進大學

之競爭力。評鑑結果的處理可分為通過與不通過的處理方式，多數大學以是否通

過評鑑做為決定教師提出升等、晉薪、超支鐘點、在校內外兼職（課）、申請休

假研究、出國講學或研究進修、借調、申請延退以及是否得以擔任校內教評會委

員和行政主管的依據。未通過評鑑的教師除了接受上述之懲處外，九成以上學校

皆要求未通過評鑑之教師必須接受再評鑑或複評，再評鑑或複評的次數根據各校

的規定為一到二次或一定年限內，約五成的大學會針對未通過的教師給予輔導與

協助，由院、系所或教師專業發展中心給予輔導，以提升教師工作水準協助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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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評鑑。倘若教師經過各校所規定的次數以及年限內，接受再評鑑或複評仍未通

過評鑑，則依教師評鑑辦法處以停聘、不續聘或解聘等攸關教師聘任與否之決

定，甚至部分學校規定一定年限內未能升等者則不予續聘或解聘。交通大學《教

師評量辦法》中規定新聘之副教授、助理教授及講師在到任六年內，必須通過升

等，否則於第七年起不予續聘、台灣大學《教師評估準則》，規範講師及助理教

授評量未通過者不得提升等，複評仍未通過之教師，經三級教評會審議後則辦理

不續聘或解聘程序、副教授評量未通過者則不得提出升等。陽明大學的新聘及新

升等之講師及助理教授在到任八年內，皆須通過升等，如未通過升等則視為兩次

評估不適任。高雄師範大學新聘助理教授及講師於到任七年內，未通過升等者，

均於次學年度起改聘為兼任教師或不續聘。上述各大學教師評鑑辦法及規定，可

得知教師評鑑與教師升等、聘任及多項權益有直接關係，教師評鑑影響學校之人

事決策，可見大學教師評鑑對大學教師悠關重大。 

  至於評鑑通過後的獎勵方式，大多數學校則相對沒有一個實質且具體的方案

去實施。但部分大學為了鼓勵教師工作成效的進展，已開始於評鑑機制中加入許

多增加教師執行績效的獎勵辦法，如中興大學對於各方面表現優良的教師得分別

推薦為「教學特優教師獎」、「研究績優獎」或「青年教師研究獎」、「服務績優獎」

候選人，並給予獎勵。中華大學選出年度優良教師，連續三年獲頒者，則頒給傑

出楷模教師。中原大學採取發給一個月本俸之獎金做為獎勵，其他學校如台灣藝

術大學、台東大學、暨南大學、文化大學等，也都在教師教學評鑑上明訂許多教

學優良的獎項。 

 

（二）評鑑結果之申訴 

  首先，就評鑑的告知部分，《教師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學校教評會作成教

師解聘、停聘或不續聘之決議後，學校應自決議作成之日起十日內報請主管教育



  ‐ 65 ‐

行政機關核准，並以書面附理由通知當事人。因此對於未通過的評鑑結果，各校

除了將評鑑結果告知當事人，其結果的原因亦必須以書面說明，少數學校於評鑑

辦法中已有明訂對未通過評量之教師需明列未通過理由值得肯定，例如交通大

學、輔仁大學等。 

  其次，針對教師權益受損時的救濟制度，《教師法》第二十九條即明文規定：

「教師對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不當，至損其

權益者，得向各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同時，明訂授權教育部訂定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以為處理教師申訴案件之規範。目前我國

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分級分為學校和中央兩階段，因此各大學皆有教師申

訴評議委員會之設立，易言之，對教師評鑑結果有疑義的教師可利用各校之申訴

評議委員會進行申訴及再申訴，而教師若不願申訴或不服申訴、再申訴決定者，

則可依法請求行政救濟。除了上述《教師法》所賦予的申訴管道以外，目前我國

大學各校多有針對教師評鑑設立院級以及校級申覆（復）管道，教師對評鑑結果

不服者，得以於一定其限內提出申覆（復）或再申覆（復），對申覆仍然結果不

服者，得向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以保障其權益（陳佩如，2007）。 

 

二、小結 

  大學基於學術自主與發展，得以依據《大學法》自訂各校之教師評鑑相關法

規，然而隨著各校屬性的差異、發展方向之不同，教師評鑑制度規劃亦未竟一致，

雖然如此，但仍可從中歸納出我國大學教師評鑑制度的一致性。本研究藉由各校

教師評鑑法規的探討，統整我國大學教師評鑑制度在評鑑目的、評鑑內涵的現

況，並且從中分析各校之評鑑制度在各面向之異同。除此之外，亦針對大學教師

評鑑實施的問題作探討，以瞭解大學教師評鑑在各校推行之現況。 

  （一）在評鑑目的方面，大學教師評鑑之目的是以績效評估為依據，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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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評鑑以提升教學、研究、服務的品質。 

  （二）在評鑑規準方面，多數學校以研究成果為重，但漸漸已有部分大學重

視教學表現，以求教學與研究項目的平衡，並且授權教師自訂權重，尊重個別發

展。 

  （三）在評鑑實施方式方面，主要以校內專任教師為評鑑對象，由校內教師

評審委員會或校內自組評鑑小組進行評鑑，評鑑頻率依各校規定有 1-5 年不等且

多數大學對於研究或教學領域表現良好之教師有免受條款之保障。 

  （四）在評鑑結果之應用方面，其結果的處理主要可分為通過與未通過，多

數大學規定未通過的教師除了必須接受再評鑑或複評以外，同時限制其基本權

益，包括不得提出升等、晉薪、超支鐘點、兼課（職）、申請休假研究、出國講

學或研究進修、借調、申請延退及擔任行政職務或委員會委員；若於規定的評鑑

次數或年限未通過者，則會面臨停聘、不續聘或解聘等處分。少數學校則會針對

評鑑未通過者給予輔導，或規劃獎勵制度對評鑑結果優異者予以表揚。 

  （五）教師評鑑制度所面臨的困境，來自於教師本身對評鑑的負面看法與心

理抗拒，在制度面則可能受到教師對評鑑的信、效度與客觀性的質疑，且評鑑工

作耗時費力、未能與教師專業發展制度結合，造成教師評鑑容易流於形式，種種

因素都可能使教師評鑑無法順利施行。 

 

貳、我國大學教師評鑑實施困境 

  《大學法》使得大學教師評鑑法治化與正式化，國內大學亦修訂相關辦法全

面實施。但教師評鑑正式上路的歷史乃不長，在實施的過程中仍有許多問題有待

解決，有許多空間可以改進。以下就大學教師評鑑過程中，可能涉及的困境做進

一步的探究（陳佩如，2007；陳琦媛，2006；顏國樑，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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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師對評鑑的心理抗拒 

  政策上的改革和新制度的實施，都容易讓人因為對新事物的未知和無知而感

到恐懼。教師評鑑悠關教師之升等、聘任等人事決定，若是教師感到其利益或權

益受到威脅，自然會在心中有負面的感受，或產生抗拒的心理。多數教師持有教

師評鑑是不尊重教師，有向教師權威挑戰的觀念；此外更有些教師抱持「教育是

良心事業」，認為教師評鑑等於是打擊教師士氣。因此教師排斥評鑑所反映出來

的情況有兩種，一為反對接受評鑑，一為冷淡看待被迫發展。多數人不喜歡接受

評鑑，而且對教師進行評鑑讓教師產生學校認為他們無法勝任專業領域工作的感

受。此外，多數教師認為準備評鑑之文件資料，造成其教學、研究等工作外極大

的額外負荷。教師也會懷疑對他們進行評鑑的人員的資格，而評鑑時教師有可能

需要就他們不擅長、未受訓練或是沒有興趣的領域表現進行說明，這樣的情況很

容易讓教師感到焦慮。 

   

  二、教師評鑑之信效度與客觀性仍待質疑 

  由於教育本身的特性，教育成效難以立竿見影，要將教師工作予以量化或質

化是一件不容易的事，如何客觀有效的評鑑教師工作表現，是一大爭議性問題。

教師工作表現中，許多是行為、態度等皆屬於質的改變，例如英國教育標準局為

瞭解教師工作表現，明確指出教師教學之視察細目宜包括：教師教學能力是否提

升學生學習效果、教師能否適切而正確地掌握課程與評鑑、教師是否關切學生的

福利與熱心輔導學生等。凡此，均可做為評鑑教師之重要參考指標，但評鑑過程

中如何確保其信效度則為一大考驗。雖然蒐集教師工作表現資料可透過自我或同

儕評鑑，亦可透過觀察、訪問面談等方式瞭解，這些過程都需要評鑑者與被評鑑

者共同合作並接受合適訓練，才能提升其信度與效度。整體來說，如何提升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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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準的適切性、加強評鑑過程的客觀性及增加評鑑資料的信度與效度等，為教師

評鑑制度所面臨的實質問題。 

 

  三、評鑑工作耗時費力，且易流於形式 

  教師評鑑工作影響層面包括所有老師、學校行政人員，所花費的時間與人力

相當多。從教師評鑑工作的準備，到研擬討論評鑑計畫，以迄實施評鑑工作，不

論從評鑑者的訓練、評鑑前的會議、自我評鑑、資料蒐集、評鑑晤談、撰寫評鑑

報告、檢討會議等，每一個過程均需要充分的時間和人力才能有效進行溝通、達

成共識並朝向預期目標前進。綜觀《大學法》及各校教師評鑑辦法，對評鑑時間

及人力的安排與運用均未有明確規範，因此在缺乏明確規範下，將使學校及評鑑

者與被評鑑者彼此帶來過度的負荷，加上大學教師平時工作繁忙及個人意願問

題，教師評鑑工作容易在時間及人力的壓力下流於形式，產生「為評鑑而評鑑」

的作為，對於教師工作的改善、專業發展，以及學生的學習提升並沒有幫助，徒

增工作負擔，白費力氣，又收不到實際改進教師工作的效果。 

 

  四、教師評鑑制度未和教師專業發展結合 

  在「創造大學教師發展的未來」一書中，作者的調查指出大學發展者預見大

學教師即將面臨的挑戰有五類重大的議題，其中「教師角色：平衡多重角色和學

習新的角色」是首要的課題(Sorcinelli, Austin, Eddy & Beach, 2006)。而教師評鑑

是長期性工作亦是發展性工作，但很多學校只設立教師評鑑制度，卻未建立教師

專業發展制度，這樣的作法使得教師評鑑之結果的應用有所限制，似乎只對於學

校的組織管理有幫助，而無法有效的讓教師感受到評鑑對其生涯的助益。評鑑如

果只重視過程，而不據以做為改進的目標，或不重視評鑑之後的追蹤，則評鑑功

能將大打折扣。在我國現階段大學教師評鑑工作大多只是為教師績效責任，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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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之後並未對成績不佳的教師加以輔導或專業發展策略提供諮詢，致失去評鑑

的意義；如果學校對於教師評鑑結果沒有妥善的應用，將使教師評鑑形成孤立的

行政事項而無實質效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