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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幾年來學者對評鑑政策有較多的關注，本文運用由 Trochim 提出的評鑑政

策輪檢視 41 所科技大學的教師評鑑政策，結果發現評鑑政策類型關切的議題可重

新定義，且有必要新增一項名為「評鑑倫理」的政策類型，同時我國科技大學評

鑑政策的內涵也有必要符應評鑑政策輪所提之政策類型，再加以充實或調整。由

於大學教師評鑑研究在國內仍屬新的探究領域，本文並提出對教師評鑑政策內

涵、促進評鑑結果使用、建立教師評鑑品質與可靠性、以及在實施教師評鑑政策

上的啟示，以供學校教師、評鑑政策參與決策者、教育行政主管以及評鑑研究者

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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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 scholars have advanced calls for research on evaluation policy. The 

evaluation policy wheel proposed by Trochim was used to review and analyze faculty 

evaluation policy of 41 technological universities in Taiwan. In this paper we suggest 

redefinition to the categories of evaluation policy wheel and add evaluation ethics as a 

new category. In addition, supplementary and modifications to faculty evaluation policy 

of technological universities in Taiwan are prerequisite. While research on faculty 

evaluation is still at a beginning stage, findings of this article will have broad 

implications for practitioners as well as evaluation researchers, decision makers, and 

administrators for enhancing the usefulness of evaluation results, establishing its 

credibilit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faculty evaluation, faculty evaluation policy reform, 

and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cult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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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 1999 年於教育基本法第十三條明訂「政府及民間得視需要進行教育實驗，

並應加強教育研究及評鑑工作，以提昇教育品質，促進教育發展」，同時在第九條

中亦敘明「教育統計、評鑑與政策研究」為中央政府之教育權限（教育部，2006），

教育評鑑工作就在各級學校中如火如荼地展開。而自 2005 年教育部公布新修訂的

大學法更將教師評鑑制度及獎優汰劣機制的建立列為修訂重點之一（高教簡訊，

2006）。教育部為尊重各大學領域、功能、特性之差異，因此在大學法第 21 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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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續聘及獎勵之重要參考；而教師評鑑

的方法、程序及具體措施等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後實施（教育部，2005）。自此

各大學紛紛制定相關辦法以為評鑑教師之準據。時至今日，教師評鑑議題已有部

分相關研究，例如 94 至 98 年國科會補助的研究計畫中就有 12 項有關教師評鑑的

研究，然其中有八篇屬中小學，其他四篇的主題分別為「教育大學教師評鑑指標

系統之建立與發展」、「建構我國大學教師績效薪資制之研究：連結大學教師評鑑

及其薪資設計」、「大學教師評鑑制度的設計與實施（I）、（II）」。上述攸關大學教

師評鑑的研究大都把焦點集中在一般大學的教師學術表現，至於技職體系的教師

評鑑研究卻很少受到關注，以致造成重研究、輕教學服務的現象（黃厚生，2007）。

由於技職體系基於與產業界密切聯繫的特質，「實用」與「專業」是最重要的教育

宗旨，加上各科技大學特質的多樣性，各有其獨特的設校歷史淵源及學校特性，

與一般大學及教育大學明顯不同，各校在制定教師評鑑政策時應有其不同的思

維，也遭遇不同的問題。 

評鑑政策直接影響評鑑實務，許多評鑑的爭論甚至衝突都起因於政策的內

容，並深遠地影響評鑑的制度運作。雖然當前不乏分析教育政策的相關理論，然

而對於評鑑政策的議題，確未隨著不同的教育的理念與環境與時精進。美國康乃

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政策分析與管理教授亦為美國評鑑學會前主席 Trochim

認為評鑑政策是變革實務的有效率機制，改變評鑑政策就可以串聯著改變所有相

關實務；因此，首於 2009 年提出評鑑政策輪（Evaluation Policy Wheel）的主張，

藉此政策輪做為發展與修訂評鑑政策之模型。Trochim 新提出的政策輪，乃將評鑑

政策區分成八種類型，分別為評鑑目標、參與、能力建立、管理、角色、歷程與

方法、使用及後設評鑑等，這八種類型具有不同的層次概念，愈內圈愈實務，愈

外圈則為愈高階的政策。他同時指出，評鑑政策要能有效推行，必須遵守傳承、

個殊、績效責任、授權、延續、全面、限縮等七項原則，且政策之規劃與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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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具層級概念外，各層級間須協同運作才能確保組織系統的運作。因此依據此一

理論檢視當前科技大學教師評鑑政策較為整體性的問題，並提出該理論對我國科

技大學教師評鑑政策的啟示，據以建立一個具實證基礎的周詳思維，此時正是關

鍵時刻。 

 

貳、評鑑政策輪的立論 

一、評鑑政策的定義與重要性 

在評鑑政策的定義上，Trochim（2009）認為評鑑政策是一個組織或群體用以

指引其執行評鑑時決策與行動的規則或原則；Cooksy、Mark 及 Trochim （2009）

則指出政策是鑲嵌在法律中，用來指引評鑑實務的高階規則，正式的評鑑政策是

意圖用於管理一或多個評鑑外觀的概括性規則，然而在正式的評鑑政策之外，仍

存在一些非正式的規則，在非正式政策轉換或清楚的正式政策過程中會產生一些

好處，而如果評鑑政策的發展歷程受到更多的通知，就更能公平地反映出評鑑的

多重目的。由於（1）評鑑政策可視為溝通機制的一種型態，向組織及其利害關係

人溝通，如必須執行評鑑、消耗那些資源、誰要負責、如何完成或等等事務；（2）

評鑑政策使評鑑更透明化更民主，透過參與及對話使政策更合理；（3）評鑑政策

是擴大學習有關評鑑的機制，可以分享、可以檢視在何種情況、什麼工作可以做

得好，也可以學習理論與實務之間的連結；（4）評鑑政策是變革實務的有效率機

制，改變評鑑政策就可以串聯著改變所有相關的實務；（5）許多今日評鑑的爭論

都起因於政策的內容，如方案評鑑的管理及預算系統、隨機處理的途徑等（Trochim, 

2009），因而凸顯其重要性。由於各科技大學所訂定的教師評鑑相關辦法屬於指引

執行評鑑時決策與行動的規則或原則，因此可視為是評鑑政策的一種表徵。 

二、評鑑政策類型 

對於評鑑政策類型的討論，學術界並無太多的分類；美國評鑑協會政策任務

小組（American Evaluation Association Policy Task Force, 簡稱AEA, 2007）以領域

界定評鑑政策，分為七大領域：（1）評鑑的定義：評鑑在代理商或法律上如何定

義？評鑑與方案規劃、監督、及績效測量之間如何正式的區隔？（2）評鑑的要求：

何時有評鑑的需求、那些方案需要評鑑？評鑑多久執行一次？（3）評鑑的方法：

不同型態方案的取向建議或要求；（4）人力資源：評鑑所需的訓練、經驗、背景

要求；（5）評鑑的預算：編列評鑑工作預算的標準；（6）評鑑的實施：指引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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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設評鑑 

使用 

歷程與方法 

角色任務 

目標 

參與 

能力建立 

管理 

何評鑑的原則；（7）政策中強調在評鑑中的倫理議題。而Datta（2009）則在此七

項之外增加：（1）含入政策制定的人：參與者應有多樣性的代表；（2）資源的分

布：投入或排除在評鑑訓練、出版品、能力建立、研討會等的資源如何配置等兩

項。除此之外，Trochim（2009）有鑑於尚無清楚的評鑑政策分類，因此提出一較

為完整的評鑑政策架構，涵概上述九項領域的概念，將評鑑政策運作切割為八大

類型（type），並以圓形圖呈現，命名為評鑑政策輪，如圖1所示。 

 

 

 

 

 

 

 

 

 

 

 

 

圖 1 評鑑政策輪 

資料來源：Trochim（2009:22） 

 

在這評鑑政策八種類型：目標（goals）、參與（participation）、能力建立（capacity 

building）、管理（management）、角色任務（roles）、歷程與方法（process and 

methods）、使用（use）及後設評鑑（meta-evaluation），每一種評鑑政策都可以在

評鑑政策輪中找到對應的位置，在政策與實務間具有層次的概念，愈內圈愈屬於

實務，愈外圈愈屬於高階的政策。在使用時宜遵守評鑑政策的七項原則：1.傳承性

（ inheritance）：所有政策與實務都必須繼承前一層母政策的特性；2.個殊性

（specificity）：每一政策均分別從一般性（外在）移往更特定，且最終到實務的層

次（內在），亦即政策的轉移，應從外塑到內發；3.績效責任（accountability）：任

何政策的理性解釋都是合法的；4.授權（delegation）：從外到內的政策執行，應予

授權，而對於例行業務之授權應多於特殊業務；5.延續性（continuity）：在各層政

策之間沒有空隙；6.全面性（exhaustiveness）：政策必須涵蓋相關的全部領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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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縮性（encapsulation）：下一層的子政策不能逾越母政策的範疇。以輪中第六項

歷程與方法為例，最外層可敘述為：6.歷程與方法：評鑑必須使用專業的高品質評

鑑方法與歷程。第二層又可分區，例如分三區，6.1 需求評估：需求評估必須使用

高品質的專業取向；6.2 歷程評鑑：歷程評鑑必須使用高品質的專業取向；6.3 效

能評鑑：評鑑效能必須使用控制與比較的設計，對方案適切的發展層級進行量測。

第三層又可分區，但以 6.3 下的 6.3.1 效能評鑑的標準：評鑑方案的效能使能一致

穩定的實施、熟練的監督系統、及廣泛的傳播，必須使用實驗或準實驗設計來評

估效能。而 6.3.1 的最內層 6.3.1…1 則可敘述為 6.3.1…1 評鑑的設計：評鑑將使用

迴歸不連續的準實驗設計。因應評鑑政策輪的提出， Cooksy、Mark 及 Trochim

（2009）提出評鑑政策類型與評鑑問題及議題的對應，如表 1 所示： 

 

表 1  評鑑政策類型與評鑑問題及議題的對應 

評鑑政策類型 評鑑問題與議題 

評鑑目標 評鑑的定義（正式的定義及功能的特性如方案規劃、監督

與績效評量） 

評鑑參與 誰包含在評鑑政策發展的團隊中？ 

評鑑能力建立 人力資源（成為評鑑人員所需的訓練、經驗與背景） 

資源特徵（不同評鑑觀點的能力建立資源特徵） 

評鑑管理 評鑑的需求（何時須要評鑑？哪些方案須要評鑑？評鑑的

期程為何？） 

評鑑的預算（編列評鑑工作的標準） 

評鑑的角色 不同的角色應有不同責任（管理者、規劃者） 

評鑑的歷程與方法 評鑑的方法（那些型態的方案建議或需要的取向） 

評鑑的使用 應明確說明評鑑結果與建議，並具輔導的措施 

後設評鑑 評鑑倫理（強調評鑑中倫理議題的政策） 

整理自Cooksy, Mark, & Trochim（2009:105）及Trochim（2009:21） 

 

在表 1 中，這三位學者具體界定評鑑的議題領域與施行原則及注意事項，惟

並未論及評鑑的角色與評鑑的使用，但 Trochim（2009）則在評鑑政策理論與實務

中提及。同時 Trochim（2009）也指出評鑑政策輪的提出僅為一個概念性的架構，

需要更多的實證研究來加以修訂或證明。再者，為了有效執行評鑑政策，Vedung

（1998）提出紅蘿蔔（經濟上的獎勵）、木棒（控制壓迫）、以及說教（資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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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評鑑政策的工具，這三種評鑑政策的工具加速了將評鑑政策由一般性的敘述

轉化為實務的速度。為了要有效執行評鑑政策，評鑑人員必須熟悉評鑑政策的工

具及其使用。 

    在評鑑政策輪的八大類型中，以評鑑管理、能力建立以及評鑑使用在文獻上

受到較多的討論。Russ-Eft 和 Preskill（2001）界定評鑑管理的任務包括：（1）監

督評鑑的計畫與人員；（2）掌控進度或協調進度的改變；（3）監督評鑑的預算；（4）

與委託人及關係人保持對進度的連繫，以及當有任何問題發生時的連繫。而管理

評鑑是一個植基於評鑑研究的專業工作，但基本上這是一個有關如何執行組織的

工作，通常是在組織脈絡下進行管理，範圍包括評鑑研究、評鑑人員與評鑑單位

（Baizerman & Compton, 2009）。Compton（2009）認為評鑑能力建立的管理者限

於藉由創造必要的結構與歷程來支持持續的評鑑功能，也可學習有關評鑑能力來

促進評鑑、發掘適切的評鑑人員，將評鑑整合至方案進步的歷程並符合績效責任

的要求。 

對於評鑑能力建立，在文獻中受到廣泛的討論的議題之一為評鑑能力的建立

學習到的課題。例如，Gillian、Barrington、Davis、Lacson、Uhl 及 Phoenix（2003）

在分析過相關文獻後指出，建立評鑑能力的關切要項包括：組織的政策與文化、

適切的資金與人員配置、評鑑人員角色定義、資訊能力、以及結構化配置評鑑單

位等方面，評鑑人員必須思考如何藉由持續的實踐與影響來運作並強化評鑑能

力，包括監督實施的活動、評估投入與產出間的效能、從政策與計畫的執行中提

供稽核回饋與學習的支持、管理資訊、評估方案績效、及回應新需求的彈性等。

King（2005）在學校評鑑能力建立的工作推行多年之後，強調有五項關鍵活動，

包括：創造一個評鑑顧問團體、開始建立一個正式的評鑑基礎、了解測量的分數、

引導一個顯而易見的參與式諮詢、以及設立行動研究活動。Naccarella、Pirkis、

Kohn、Morley、Burgess 以及 Blashki（2007）也指出從大多數評鑑能力建立的定義，

強調的重點包括了要有促進支持評鑑活動的組織文化(適切的學習環境與充份的資

源)，同時不同的組織也會有不同的切入點。Volkov 及 King（2007）更發展出建立

評鑑能力的檢核表，包含八項重要議題，包括：培養正向、友善的內部組織脈絡、

了解並運用外部環境及其對組織的影響力、在組織中發展並實施有意義的長期評

鑑能力建立計畫、建立並增強下部組織以支持評鑑程序與溝通系統的特定要素、

導入並維護有目的的社會機制到組織的評鑑歷程中、建立並增進同儕學習的結

構、提供並持續增加評鑑資源的取用以及確保組織對方案評鑑的支持資源。據此

可歸納出對於一個欲建立評鑑能力的組織而言，須關切與重視的議題包括：1.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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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的組織支援；2.內部成員全體的支持；3.專業諮商團體的協助；4.評鑑資源的

共享；5.組織成員參與建立評鑑能力的活動；6.組織成員不斷反省學習並獲取增進

評鑑能力的資訊。 

至於在評鑑的使用方面，Patton（2008）認為利用（utilization）含有過程的意

思，使用（use）則偏向行動，然而有文獻指出評鑑利用同義於評鑑使用（Hofstetter 

& Alkin, 2003; Mark & Henry, 2004; Sandra, 2005）。有關評鑑使用的類型，Leviton

與 Hughes（1981）由許多評鑑研究中，歸納出評鑑利用可以分為工具性使用、概

念性使用以及說服性使用（persuade use）等三種用途，工具性使用指當評鑑報告

用來當做決策之依據；概念性使用指當評鑑報告影響了決策者對問題的思考；說

服性使用指當評鑑報告被用來支持特定立場之時。Cousins（2003）指出由參與因

素和狀態、參與實務、參與結果等，所產生的評鑑使用分為兩大種類，一種是過

程使用（process use），又分成個人、團體與組織等三類；另一種是發現的使用（use 

of findings），又分成工具性使用、象徵性使用、概念性使用等三類。Weiss、

Murphy-Graham 及 Birkeland（2005）指出評鑑使用的種類除了工具性使用、政治

性(political)或象徵性使用、概念性使用之外，尚有強迫性使用（imposed use）的呈

現，其發生於因為牽涉資助與否或者其他壓力，評鑑關係人被迫關切或使用評鑑

結果。評鑑的使用在國外已有成熟的發展，反觀國內則較少人關切此一議題，因

之實有必要提醒教師評鑑的關係人對此一議題的釐析。 

三、大學教師評鑑內涵與評鑑政策輪的交互印證 

有關大學教師評鑑的討論內涵，依據Iwanicki（1990）的觀點，有效的教師評

鑑機制取決於評鑑的哲學與目的、評鑑的標準及規準、以及評鑑程序等三項要素。

國內學者指出大學教師評鑑係指依據審慎、客觀的量化與質化規準與指標，系統

化地蒐集大學教師在教學、研究和服務等方面的事實表現與資料，進行專業價值

判斷與客觀性績效評估的歷程（彭森明，2006）。若以評鑑政策輪之八類觀點來看，

則相關的論述說明如下： 

（一）教師評鑑的目標  

文獻中對教師評鑑目標的描述，大致分成兩種類型，第一類是以整體性的觀

點論述，例如：教師評鑑的主要目的在幫助教師改進教學和鼓勵教師專業發展，

次要目的在聘僱教師和區別教師效能（Beach& Reinhartz, 1988）；教師評鑑的目的

在做成有關教師表現與教師實踐指定任務整體品質的判斷（Nolan & Hoover, 

2008）。第二類是以功能的區分論述，例如Iwanicki（1990）認為教師評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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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績效責任、專業成長、學校革新、及教師徵聘四項；Beerens（2000）認為教

師評鑑的三個目的分別是改進教學效果、激勵專業成長以及補救或淘汰不適任教

師；張德銳（2000）則將教師評鑑目的分成形成性及總結性兩方面加以討論。彭

森明（2006）指出大學教師評鑑的三大目的包括：（1）提供大學教師自主檢視與

改進的機會，從而改善教學、強化研究能力，以促進專業成長；（2）提供教師教

學之相關資訊，使學生有更多選擇機會；（3）做為學校人事行政決策及年度績優

獎勵、新任教師甄選等之參考標準與策略。因之，文獻上對教師評鑑目的陳述十

分多元，有鑑於評鑑的價值決定於評鑑的目的與用途，對評鑑目的的規範不可不

慎重為之。 

（二）評鑑參與者 

除了教師要參與所有的評鑑活動外（Neal, 1988），用於發展並評估教師評鑑系

統的程序，必須開放由多樣並具有代表性的關係人群體來參與（Nolan& Hoover, 

2008）；彭森明（2006）則認為評鑑大學教師可以採行同儕互評、上級對部屬評鑑、

自我評鑑、小組評鑑、校外人士評鑑、非教育人員評鑑、學生評鑑教師、校友評

鑑等方式。據此，教師評鑑的參與者身份，可包含受評鑑者、校內同儕教師、學

生或校友、以及其他校外具有特定身份要求者，可謂十分廣泛而多元。 

（三）評鑑能力建立 

Nolan及Hoover（2008）主張適合進行有關教師績效總結性判斷的人員，要是

有品質且訓練良好的行政人員。另外，陳明和、郭靜芳（2004）主張，評鑑者應

具備相關專業知能，同時評鑑後應開放全員討論與檢討的時間，藉以修正評鑑計

畫或制度，及協助教師檢討修正不足之處，以提升專業能力。從以上的討論可知，

評鑑能力建立的確是教師評鑑政策必須關切的重要議題。 

（四）評鑑管理 

Arreola（2000）所撰的《發展完整的大學教師評鑑系統》一書中對教師評鑑

系統的設計，提出以下八項步驟：（1）決定大學教師的角色模式；（2）決定大學

教師角色模式的參數值；（3）界定大學教師角色模式中的各項角色，進一步界定

其概念與內涵，及可能含括的評鑑項目；（4）決定角色成分的權重；（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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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決定資訊來源的權

重，分析各種資訊來源的影響並賦予相對的權重；（7）決定如何蒐集資訊，運用

多元的方法來蒐集資訊；（8）完成大學教師評鑑制度設計，選擇或設計評鑑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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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評量表。孫志麟（2007）則認為，大學教師評鑑的程序如圖2所示。 

 

 

 

 

 

 

 

 

 

 

圖 2 大學教師評鑑的實施程序 

資料來源：孫志麟（2007:105） 

 

由圖2可知，大學教師評鑑不是一次的事件，而是一種持續進行的動態過程，

從評鑑目的到評鑑標準、評鑑過程、評鑑報告和評鑑利用等過程，都必須不斷地

加以檢討與改進。 

（五）角色任務 

角色任務係指不同的角色應有不同責任，在文獻中多見於對個案學校的論

述，例如Bradley及Bradley(2010)指出，以美國一所東南部的大學為例，每位教師

都要提供教師績效檢視、教師活動報告、教學檔案、以及工作事項投注的努力分

配情形等四種資料，然後由系所主管檢視這些資料並徵詢同儕委員會的意見，做

出評等的建議提交給院長，再由院長批定評等。最後，每位教師於收到評等的意

見文件後，若同意則簽名，若不同意則檢附更多補充資料再進行重新評等的程序。

至於標準化的角色與任務並未有公認的標準。 

（六）評鑑歷程與方法 

依據Loup、Garland、Ellett及Rugutt（1996）的探究，美國教師評鑑常採用的

方法包括：正式觀察、非正式觀察、教師自我評鑑、檔案評量、同儕評鑑、學生

評鑑教師以及紙筆測驗；彭森明（2006）則認為評鑑大學教師可用的方法，以資

料蒐集方法分，包括教師面談、能力測驗、教室觀察、學生成就、教學錄影、教

師日誌、教學檔案以及問卷調查等。同時評鑑大學教師不能只用一種方法，應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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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使用多種方式，惟主從有別。 

再者，依Nolan及Hoover（2008）的看法，教師評鑑所聚焦的持續專業發展，

必需提供所有組織中人員的專業需求；用於評估教師績效的程序，必須強調使用

深度了解教學研究及特定教學脈絡報告的專業判斷。依據孫志麟（2007）歸納結

果得知，大學教師評鑑標準有下列四項應留意的事項；（1）大學教師評鑑應以教

學（含輔導）、研究、服務等三大層面作為評鑑制度規劃之基礎；（2）大學教師評

鑑標準及指標之間的相對權重應予合理分配，以兼顧教學、研究、服務等方面的

平衡發展；（3）大學教師評鑑項目的設計，宜考量各學院、系所之特殊性，以及

教師職級、專業背景或個別需求，彈性調整；（4）如何連結理論、研究與實務，

建構一套適切的大學教師評鑑標準及指標，同時賦予其相對權重，仍有待各大學

持續努力與投入。再者，黃厚生（2007）認為技職型大學教師的工作呈現多面性，

舉凡教師學術研究成果、產學合作、技術證照、教學互動、專題指導、行政服務

等等，均可以成為教師評鑑的範圍。莊荏惠、阮勝威（2008）研究發現各科技大

學教師評鑑規準主要從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三大方向著手。由此可知，評鑑

規準涉及對受評者角色任務等之規範，並無法從文獻中獲致具體的結論。 

（七）評鑑的使用 

對於評鑑的使用，評鑑政策及實務要與人權指引一致（Neal, 1988）；連結評鑑

與教師發展及報酬（Neal, 1988）；學者Nolan 與 Hoover（2008）強調教師的正當

程序權利必須受到教師評鑑系統的保護；國內研究，例如陳明和、郭靜芳（2004）

也主張依據評鑑結果，確實執行獎勵與輔導的措施。此與文獻中評鑑結果要包含

過程與成果使用的主張，具有相近的概念。 

（八）後設評鑑 

後設評鑑可對評鑑活動或評鑑工作提出優缺點的判斷，藉以確認評鑑者的績

效和評鑑結果的可靠性，具有品質控制的功能（游家政、曾祥榕，2004）。評鑑需

要受到檢討和回饋，例如美國教師聯合會（AFT）主席Marcia Reback 批評現行教

師評鑑並不能幫助教師專業發展，卻是一種懲罰和威脅（Keller, 2008），因之現行

評鑑制度實需要參考評鑑的結果，進行檢討和回饋。 

  

參、以評鑑政策輪解析科技大學教師評鑑政策 

若取用各校人事相關法規中對教師評鑑相關作為的規範，計有國立高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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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學（2006）、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2006）、國立虎尾科技大學（2007）、

萬能科技大學（2007）、樹德科技大學（2007）、大仁科技大學（2008）、正修科技

大學（2008）、南開科技大學（2008）、明新科技大學（2008）、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2008）、嶺東科技大學(2008)、中華科技大學（2009）、中華醫事科技大學（2009）、

中國科技大學（2009）、中臺科技大學（2009）、元培科技大學（2009）、台南科技

大學（2009）、弘光科技大學（2009）、明志科技大學（2009）、南台科技大學（2009）、

僑光科技大學（2009）、育達商業科技大學（2009）、東南科技大學（2009）、高苑

科技大學（2009）、清雲科技大學（2009）、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2009）、國立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2008）、國立雲林科技大學（2009）、國立勤益科技大學（2009）、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2009）、國立臺灣科技大學（2009）、景文科技大學（2009）、

朝陽科技大學（2009）、聖約翰科技大學（2009）、遠東科技大學（2009）、輔英科

技大學（2009）、嘉南藥理科技大學（2009）、龍華科技大學（2009）、崑山科技大

學（2010）、建國科技大學（2010）、國立澎湖科技大學（2010）及德明財經科技

大學（2010）等41校。依據評鑑政策輪中討論的八個類型，歸納分析各校教師評

鑑辦法中的內涵，討論如下。 

一、評鑑目標 

歸納上述 41 所科技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中對評鑑目的之陳述，依出現頻率的高

低依序為：（1）提昇或強化教師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水準（品質或績效）共

36 校；（2）提昇或維護教師榮譽與國際地位共 4 校；（3）評鑑或考核教師之教學、

研究、及服務（含輔導）成效（績效）共 3 校；（4）促進或落實教師專業成長共 2

校；（5）作為專任教師升等、續聘、停聘、不續聘及獎勵或輔導改善之參考依據

共 2 校；（6）配合教師長期聘任制度之實施 1 校；（7）使人事考評制度更完善 1

校；（8）遴選優良教師 1 校。至於其他的目的還包括落實學力、實力、願力治學

之道；達成學校年度品質目標；維持教育水準追求永續發展；厚植學校之競爭力

等。檢視各科技大學對評鑑目的之陳述，均以整體性的觀點論述，符膺教育部政

策規定，同時也與文獻的多元目標類似，然而教師評鑑最終目的乃提升學生學習

成效，上述評鑑目標除缺乏承繼技職體系的「實用」與「專業」個殊特性外，評

鑑目標也應更注意是否能與評鑑使用相符。 

二、評鑑參與者 

    所有學校均將專任教師列為評鑑範圍，只有9校規定擔任教學專任專業技術人

員之評鑑比照辦理，1校將兼任教師納入受評者，1校規定全校教師均需受評，1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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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講座教授僅就教學及研究評量項目辦理評鑑，專任研究人員兼任教師或導師

時，得適用全部或部份之評量項目。當然在每次的評鑑中亦有一些例外管理的機

制，例如有26校規範永久免評鑑條款（如國家講座、中央研究院院士等），另有34

校明文規定暫時免評鑑條款（如生產、留職停薪等)。 

至於評鑑者的身份方面，政策中論及需進行自評者共 5 校，37 校需有同儕評

鑑，3 校規定需有校外人士參與，1 校需有學生參與，而有 2 校為各學院自定評鑑

人員的身份。 

評鑑參與者含入政策制定者應有多樣性，是 Datta（2009）改進 AEA 領域所

增加的領域之一，Trochim（2009）評鑑政策輪將其對照後，認為利害關係人應包

含在評鑑政策發展的團隊中。上述各校所有學校均將專任教師列為評鑑範圍，但

含入校外人士與學生之學校僅 4 所，彭森明（2006）認為評鑑大學教師可包含受

評鑑者、校內同儕教師、學生或校友、以及其他校外具有特定身份要求者，檢視

各校評鑑參與者的多樣性仍有討論的空間。 

三、評鑑管理機制 

對於評鑑的週期，各科技大學規範的情形如表 2 所示： 

 

表 2 科技大學教師評鑑週期 

 1 年  2 年  3 年  4 年  5 年  ※  聘期屆滿前 

公立  0 0 8 1 1 0 0 

私立  23 2 3 1 0 1 1 

小計  23 2 11 2 1 1 1 

註：「※」為講師、助教授 3 年，教授、副教授 5 年 

 

由表 2 所示可知，公立學校以 3 年為一週期者最多，私立學校則以一年一評占

大多數。至於教師評鑑成績的審查機制中分三級三審（系所初審、院複審、校決

審）者共 21 校；三級二審（院審及校審）者共 1 校；二級二審者共 10 校（院審

及校審 5 校；系審及校審 4 校；系審及院審 1 校）；一級一審者 1 校（校審）。議

決機制中由校教評會議決者共 34 校；由評鑑小組議決者共 6 校；其他方式則有一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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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鑑能力建立 

在評鑑能力建立上，並未有任何科技大學教師評鑑辦法的條文相對應，顯見

各校對此議題尚未具體的措施或規範。 

五、角色任務 

對於角色任務的規範，包含評鑑辦理單位、評鑑規準制定單位、評鑑結果不

佳教師之輔導及救濟途徑等四部份。在評鑑辦理單位方面，多數學校並未明確規

範辦理單位，僅敘明各單位在評鑑流程中擔負的任務，少數學校由不同權責單位

負責不同評鑑項目（如教務處負責教學、研發處負責研究、學務處或人事室負責

輔導及服務方面之評核業務等），也有部份學校由統一單位（如學院教師評鑑小

組、校教師評鑑委員會、教師評鑑專責審查小組等）負責辦理；在評鑑規準制定

單位方面，11 校已於評鑑辦法中明列規準，並未說明制定單位，敘明另訂辦法者

兩校，以學院或系所訂定者共 7 校，以權責單位訂定者（如教務處負責教學、研

發處負則研究、學務處或人事室負責輔導及服務等）共 5 校，以院或校教評會制

訂者共 3 校，其餘並未於辦法中敘明；在評鑑結果不佳教師之輔導方面共有共有

22 校訂有規範，參與輔導工作者包含教師自我訂定改進計畫（8 校）、系院（含主

管或績優教師 17 校）、各相關處室（如教務處、研發處、人事室等 4 校）、以及教

學資源中心或教師發展中心（3 校），另有 1 校規範專家學者參與輔導；在救濟途

徑方面，僅有申訴制度者 5 校，僅有申覆制度者 5 校，有申覆及申訴制度者 18 校，

其中申覆多由校教評會負責，少數由學院或教師評鑑委員會或院校申覆專案小組

負責，至於申訴則均由申訴評議委員會負責。 

六、評鑑歷程與方法 

評鑑項目分教學、研究（與產學合作）、服務（與輔導）三類者共 25 校；分

教學、研究、服務、輔導四類者共 15 校；分教學、研究及產學合作及服務及輔導

兩類者共 1 校。至於在計分制度方面則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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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教師評鑑的計分制度 

 選項制  百分制  最低績效制 無統一規定 

積點制 項目制 

公立  1 3 3 0 3 

私立  1 23 4 2 1 

小計  2 26 7 2 4 

 

    由表 3 所示可知，計分制度中以總分 100 分之規定占多數，積點制次之。評

鑑的歷程則因各校評鑑週期不一而有不同的規劃，然大抵依照教師個人填寫或提

供受評資料，然後依各級教評會或行政主管，由主管個人簽註意見或會議核定的

方式進行，與文獻多元參與的主張相較則仍顯不足。 

七、評鑑的使用 

    對於評鑑結果的使用，在各科技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中，評鑑的使用均為對受

評教師個人的規範，包括獎勵與懲罰，其中 27 校列有獎勵條款（包含可參與績優

教師選拔、發給獎勵金、可晉薪一級等），37 校明列懲罰條款（包含不得兼課、超

支鐘點、兼任行政、休假、晉薪、提出升等申請等）。除可見多數學校有懲罰多於

獎勵的思維外，其中一年一評的學校多數做為年度晉薪加給的考量依據，同時更

有 32 校明列不適任教師之推定條款，大多數均提三級教評會審議後再予處置。 

八、後設評鑑 

在各科技大學現有的教師評鑑辦法中發現，僅有一所學校規定年度評鑑後進

行檢討改進，略具後設評鑑的思維，其餘並無相關之規範。 

 

肆、啟示與反思 

    本文僅分析各科技大學的教師評鑑辦法，多數由網路公告中取得，由於部份

學校尚有未公告於網路上的教師評鑑相關子法或補充規定，因此對了解科技大學

教師評鑑政策的全貌仍有其限制。茲針對評鑑政策輪及教師評鑑理論相關論述，

提出如下的啟示與反思以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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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評鑑政策輪中各政策類型關切的議題，依據教師評鑑政策之特質可重新定義，

且應再加上「評鑑倫理」的政策類型 

檢視各科技大學教師評鑑辦法各項條文與評鑑政策輪中政策類型符應情形的

過程中發現，除了原有的八大政策類型外，尚需有對評鑑倫理的考量，例如有 10

所學校列有審議教師績效時的迴避條款，5 所學校關切對評鑑資料的保管與保密，

4 所學校強調對提供不實資料或進行不實考核的議處方式，這些在原評鑑政策輪中

原屬後設評鑑應關切的議題，雖然後設評鑑必須討論是否符合評鑑標準或評鑑倫

理，然而我國科技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中的倫理議題，屬於對執行教師評鑑業務中

各環節倫理之規範，究其屬性仍並非後設評鑑的重點，因此建議仍應增列一項政

策類型，唯有獨立的類型方能凸顯其重要性，此一倡議也符應 AEA 政策任務小組

（2007）的主張。同時對評鑑政策輪各政策類型關切的議題，依據教師評鑑政策

之特質可重新定義，如表 4 所示。 

 

表 4 九大評鑑政策類型與科技大學校教師評鑑議題的對應 

評鑑政策類型 鑑議題 

評鑑目標 評鑑的目的 

評鑑參與 受評者、評鑑者 

評鑑能力建立 評鑑參與者（含受評者及評鑑者）所需的訓練、經驗與背景 

評鑑管理 評鑑的期程、審議機制、預算編列等 

評鑑的角色 評鑑辦理、評鑑規準制定、以及評鑑結果之輔導及救濟途徑等

相關單位的角色與任務 

評鑑的歷程與方法 評鑑項目、計分制度、評鑑實施流程等 

評鑑的使用 評鑑的直接與間接用途 

評鑑倫理 利益迴避、真實等倫理議題 

後設評鑑 對評鑑的審視與檢核 

 

二、慎思評鑑能力建立及後設評鑑機制的需求 

    由評鑑政策輪對應到科技大學實際的評鑑政策可以發現，評鑑能力建立及後

設評鑑在實務中並未加以考量，由於評鑑能力建立一向被視為是自我評鑑的基礎

工程（Naccarella, et al., 2007），Huffman、Thomas、及 Lawrenz（2008）也認為組

織中個人評鑑能力的增長，有助於組織整體的成長與發展。同時一項評鑑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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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者若未具備評鑑能力，則不僅未能完成高品質的自我評鑑，更遑論要有公平

公正的同儕間互評；再者，為確保高品質的評鑑實務，後設評鑑也深受評鑑領域

的重視（游家政、曾祥榕，2004），因之在逐步建立完整教師評鑑機制時，此兩項

議題亦應納入加以考量。 

三、進一步依評鑑政策輪的層次概念，思考建置更完整的教師評鑑制度 

在評鑑政策輪中除區分評鑑政策的八種類型外，更具有層次的概念，愈內圈

愈屬於實務，愈外圈愈屬於高階的政策，在使用時宜遵守包括傳承、個殊、績效

責任、授權、延續、全面、限縮等七項原則（Trochim, 2009），以完備教師評鑑政

策的思維，同時在執行實務上更應留意若能妥善運用經濟上的獎勵、控制壓迫、

及資訊等三種評鑑政策的工具，則將更能加速將評鑑政策由一般性的敘述轉化為

實務的速度（Vedung, 1998），對落實或達成評鑑目的更具效益。再者，各校的教

師評鑑辦法是各校教師評鑑政策的縮影，具有代表評鑑政策方向的意義，因之所

包含的訊息量與訊息內容正是各校修訂教師評鑑政策時，下一步必須思考的問題。 

四、重視評鑑利害關係人對制訂教師評鑑政策的參與 

    利害關係人的參與是評鑑結果能否受到重視並加以運用的基石（Johnson, 

Greenseid, Toal, King, Lawrenz,& Volkov, 2009），然而在各科技大學評鑑政策中多

僅見校內教師的參與評鑑的歷程，並未見對其他利害關係人的著墨，例如參與評

鑑價值判斷與決策機制，多見同儕評鑑（如三級教評會）的規劃，教師自我評鑑、

校外人士評鑑及學生評鑑教師則屬少數，以非教育人員評鑑、校友評鑑等幾近三

百六十度回饋的評鑑理想，在未將這些利害關係人納入價值判斷機制之前，為能

產出有用的教師評鑑結果並能妥善運用教師評鑑的結果，勢必將教師、學生、校

外公正人士、甚至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等任務相關的產學合作對象代表納入，同

時採行參與式決策模式，對當前評鑑結果的有限用途而言，應能較有突破性的發

展。 

五、各校教師評鑑目的的合宜性宜再多加思考 

目前各科技大學均已如火如荼地展開教師評鑑工作，而教師評鑑制度是一良

善的管理工具，評鑑結果優秀傑出者獲得獎勵表揚，待改進者應接受輔導改善或

有進一步的懲罰處理，例如多年績效落後者會有不適任教師之推定等措施。若從

學校效能的角度思考教師評鑑，藉由排除效能不彰的教師可以增進學校的效能，

因此各科技大學多已善用教師評鑑來加速推展校務重點工作，以提升其整體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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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與學校聲譽連續。惟在獎優汰劣的同時，更應避免流於為評鑑而評鑑，思考教

師評鑑的各項作為配合教育部政策固然重要，然是否確保教師教學的品質以及落

實並提升學生學習成果才是核心的關鍵議題？如能以此角度且更審慎的態度為

之，方能創造學生、教師及學校三方共贏的局面。 

六、對評鑑利用的再省思 

    評鑑的利用決定評鑑的價值，然而實際在對評鑑結果的使用上，卻仍見懲罰

多於獎勵。因之提出如下的建議供參： 

（一）將教師評鑑的歷程與成果使用與教師發展（資源）中心的功能相結合 

雖然教師發展及報酬是教師評鑑的兩大主要用途（Neal, 1988），在實務上也見

到科技大學教師評鑑的評鑑目的上也有同樣的思維，然而在各校規範評鑑結果的

用途上卻多忽略對教師發展的關切，對於教師的專業發展，雖然大學教師應有能

力進行自我的調適與學習成長，但在各校多有教師發展中心或教學資源中心的體

制下，若能充份運用教師評鑑歷程與成果資訊，妥切結合資源中心的運作，相信

對教師的專業成長有更長足的助益。除此之外，若能妥善運用這些評鑑過程或成

果的資訊，對達成落實學力、實力、願力治學之道；達成學校年度品質目標；維

持教育水準追求永續發展；厚植學校之競爭力等目的，亦能提供更具說服力的說

帖。 

（二）評鑑的利用應針對原先設定的評鑑的目的或用途來發展 

在我國科技大學教師評鑑的政策中臚列的評鑑目的，許多目的是難以單純藉

由教師評鑑的實施來達成所預定的目標，然而卻可藉由評鑑利用的途徑來完成，

例如：提昇或強化教師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水準；提昇或維護教師榮譽與國

際地位；促進或落實教師專業成長；落實學力、實力、願力治學之道；達成學校

年度品質目標；維持教育水準追求永續發展；厚植學校之競爭力等。因此針對這

些評鑑目的，應在評鑑政策中明列達成目的的評鑑結果使用途徑，方能一致貫徹

評鑑政策制定的整體思維。 

（三）留意評鑑誤用、過度使用 

由於多數學校在制定教師評鑑政策時，以協助增進教師專業素養、提升教學

品質、促進學校革新和永續發展為主要的考量。然在評鑑結果的使用上則偏向對

教師個人作為教師升等、續聘、停聘、不續聘及獎勵或輔導改善之參考依據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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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個人償酬為主的實務。此已涉及 Patton（2008）所提出無意的誤用(inadvertent 

misuse)、過度使用（overuse）、濫用（abuse）、及有害的誤用（mischievous misuse）

等四類不適切的評鑑使用類型。因此如何考量文獻中所指稱的各類評鑑的適切用

途加以規劃評鑑的過程與成果使用，並能依據評鑑規劃的用途，正確地使用評鑑

歷程與成果的資料，則是實施教師評鑑下一階段應予以關切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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