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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為四節，分別敘述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目的、待答

問題與假設、研究範圍與限制及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 研究動機 

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時代，在這知識競爭的時代中，國家

的經濟優勢取決於國民創造及靈活應用知識的能力，在經濟全球

化的劇烈競爭下，世界各國為了在這場知識經濟革命中立足，無

不卯足了全力來提升國家競爭力，人力素質便是國家競爭力的指

標(陳曉平，民 93)。欲提升國家競爭力與人才素質，應從教師教

學品質著手。 

國外相關研究發現教師素質是預測學生成就的最重要因

素，多年以來，政策制定者、企業界領袖與家長共同體認到教師

素質與學生學習成就之高低有很大的相關(Berry, Hoke & 

Hirsch,2004)顯示出教師素質的重要性。因此，教師評鑑近來受

到各先進國家的重視，而教師評鑑的目的與功能可分為兩大類

(簡惠閔，民 92)： 

一、形成性目的：屬於教師專業發展功能 

   (一)協助教師改善教學，提昇教學品質。 

   (二)提供教師專業進修機會，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三)發現教學環境之問題，提供教師必要的支援。 

二、總結性目的：屬於管理功能 



 2

 (一)區別教師的表現效能，作為教師任用、解聘、晉昇敘薪

及分級之依據。 

(二)發現與獎勵績優教師。  

而教師評鑑若是強調績效責任，則是比較偏重於總結性目

的。教育績效責任(accountability)係指教育機構（教育行政機關、

學校）及相關人員（教育行政機關政策制定人員、學校行政人員、

教師）負起學生學習成敗責任，表現優異者，給予獎勵；表現欠

佳者，施予懲處（吳清山，黃美芳和徐緯平，民 91）。教育績效

責任仍是目前教育革新的重大課題，尤其美國當前亦是大力倡導

教育績效責任。 

由此可知，教師評鑑的實施能提昇教學品質、幫助教師專業

成長、落實教育績效責任、實施教師分級制度、作為調整課程與

教學之依據。 

在歐美各先進國家，以英美兩國的教師評鑑系統最具規模。

吳政達(民87)指出美國在 20 世紀初期曾推動三個與教育評鑑有

關的活動，其中之一就是對教師或其他教育人員的評鑑，由此可

知美國教師評鑑觀念起源甚早；陳聖謨(民87)指出美國於 1960

年代教師評鑑日益被重視，公眾對教育績效要求由學校課程規劃

轉移到班級教學與學生學習上，因此當時全美有 90%的學區有正

式的教師評鑑；發展至 1980 年代美國許多學區發現教師評鑑可

以強化學校的教育績效，所以有 98%學區各自訂定教師評鑑制

度，1984 年時已有 46 州設有教師評鑑的法律或行政章(劉寶貴，

民 92)；目前美國教師評鑑模式就已超過 15,000 種，(黃德祥、

薛秀宜，民 93),其具有健全的教師評鑑三元系統，丁一顧、張德

銳(民 93)指出美國教師評鑑系統包含「初任教師方案」、「專業

發展方案」與「教師協助方案」此三元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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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教師評鑑制度在 1980 年代開始在各級學校推動，在

1983 年公佈的「師資素質白皮書」首次宣示要對中小學教師實施

教學評鑑，希望透過教室觀察及要求學校與教師協商訂定專業發

展計畫，以確保教學品質並不斷提昇教師專業知能(羅嘉珍，83)。 

英國的教師評鑑制度歷經當時地方教育當局與許多學校的

試辦、檢討與改進，幾年後終於形成一套完整的教師評鑑制度。

於 1991 年正式公佈的「教師考評條例」中，對於教師評鑑的目

的、方法、週期、督導與評鑑等都有詳細的規定(羅嘉珍，83)，

1992 年便正式實施教師評鑑。發展至今也已建立一套完整的教師

評鑑系統。丁一顧、張德銳(民 93)指出英國的教師評鑑系統，可

分為初任合格教師導入輔導評鑑、教師升級評鑑、進階教師評鑑

及督導制度的教師評鑑。由上可知，英美兩國實施教師評鑑制度

已行之有年，且已具有健全的教師評鑑系統。 

反觀國內教師評鑑的發展，目前雖有高雄市的「中小學教師

專業評鑑試行要點」及臺北市的「中小學教學輔導教師設置試辦

方案」兩案，但仍處於試辦實驗階段，依然存在許多無法解決的

問題。目前「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仍是全國中小學作

為考核教師的主要依據，此辦法與教師評鑑模式中的共同法則模

式類似，皆屬於總結性教師評鑑的一種運用。而國內此評鑑教師

的辦法，係以教師的年度成績考核為主，將考核結果作為決定教

師績效獎金發放與是否可以晉級的依據，未能善用考核結果運用

於教師改進教學上，更遑論有助於教師之專業成長。 

此套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本身就有諸多缺失：如考核標準全國

中小學教師統一，欠缺彈性；評鑑效標不夠明確與客觀，無法鑑

別教師的良窳；過分強調總結性教師評鑑，漠視形成性評鑑，導

致教學成效與品質不受重視；獎勵方式缺乏彈性，無法真正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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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教師的功效。況且學校雖以「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

來進行教師成績的考核，但事實上，大多數的學校皆未建立完善

的考核制度，其考核工具、作法及加上平時考核記錄不夠確實與

完備。於是在考核人數達四條一款(甲等)的人數沒有限制下，只

要教師本身的請假無超過法定日數及重大違法情事，幾乎每個教

師的考核成績都是甲等。此種考績制度徒留虛名，無實質的效

用，以致無法發揮協助教師專業成長、促進教師教學改進與鼓勵

教師研究與進修，提升教學品質之功能。 

朱淑雅(民 87)亦認為國內目前有關中小學教師評鑑之實

施，不僅其考核模式及結果的處理上有所缺失外，評鑑效標也不

夠明確與客觀，以至於無法發揮區別教師良窳的功能。因此，若

空有教師評鑑制度而無較為切實、具體、有效的教師評鑑效標作

為執行的依據，所謂的教師評鑑也只是流於形式。由此可見「公

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種種的幣病與缺失，所以國內推動

與實施教師評鑑是刻不容緩之事，應以英美兩國的教師評鑑發展

過程為借鏡，參考其教師評鑑系統與制度，制定一套符合我國國

情的教師評鑑制度，以促進教師專業成長與提昇教學品質，以確

保學生學習權益。 

目前國內針對國中及國小的教師評鑑相關研究相當的多，而

在高職教師評鑑相關研究上，卻是寥寥無幾。根據教育部統計處

公佈的統計資料，九十二學年度高中職校數比 65.3%：34.7%，但

高中職學生數比卻是 45.6%：54.4% (教育部，民 93) 。高職教

師人數仍佔全部後期中等教育師資人數的 50%左右。而高職教師

教學成效與服務績效是否良好，學生的學習是否能達到理想或既

定的目標，對於技職教育品質影響極大。因此，我國急需建立一

套可行的高職教師評鑑系統，方能據以評鑑教師教學的表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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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促進學生學習成效，提高我國高職教師的教學品質。湯誌龍和

劉寶貴 (民 91)在「高職教師對教學評鑑之意見分析」文中，彙

整二十位高職資深教師探討高職教師對教學評鑑的綜合看法，在

高職與一般中小學教學評鑑一併規劃方面，認為高職與一般中小

學的教育目標、課程、學生背景及學生學習情境皆不同，不宜一

併規劃。若一併規劃也應以不同的教學評鑑指標來區隔彼此間的

差異性。 

國內在高職教師評鑑相關議題的研究上，僅有陳瑞榮(民 84)

「工業職業學校教師評鑑模式」、劉文輝(民 9１)「高職教師對教

師評鑑態度調查之研究」、陳春華(民 91)「台灣東部地區高工專

業教師評鑑指標之研究」、洪彩雲(民 91)「高雄市實施教師專業

評鑑之探討—以樹德家商實施自我評鑑為例」與劉寶貴(民 92)

「我國高職教師評鑑實施之研究」。可見在於高職教師評鑑之相

關議題仍有諸多值得研究與探討地方。 

綜合以上得知教師評鑑可提昇教育品質、作為教師分級制度

的依據、落實教育績效責任、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及目前我國中小

學「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的種種缺失；且高職教師在

整個後期中等教育教師人數仍佔有五成左右的比例，足見我國制

定高職教師評鑑制度實為刻不容緩的事。但國內對於高職教師評

鑑之相關研究依然不多。以上種種理由即為從事本研究的動機。

而在政府制定高職教師評鑑制度前，應該瞭解目前高職教師對於

高職教師評鑑相關內涵的看法，對於教師評鑑目的、教師評鑑項

目、教師評鑑實施的方式、教師評鑑蒐集資料的方式及教師評鑑

結果的應用等進行調查研究。瞭解高職教師對於未來實施教師評

鑑制度種種的看法與態度，可供未來政府在規劃高職教師評鑑度

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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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依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擬達成下列目的： 

一、瞭解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鑑目的之看法。 

二、探討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鑑項目之看法。 

三、瞭解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鑑實施方式之看法。 

四、分析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鑑資料蒐集方式之看

法。 

五、探討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鑑實施程序之看法。 

六、瞭解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鑑結果應用之看法。 

七、歸納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俾供教育行政單位作教

育決策及學術研究單位作研究探討之參考。 

 

第二節  待答問題與研究假設 

 

依據前述之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本研究的待答問題如下： 

壹、待答問題 

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鑑目的」之重要程度的

看法為何？ 

二、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鑑項目」之重要程度的

看法為何？ 

三、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鑑實施方式」之重要程

度看法為何？ 

四、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鑑資料蒐集方式」之重

要程度的看法為何？ 

五、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鑑實施程序」之贊成程

度的看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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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鑑結果應用方式」之贊

成程度的看法為何？ 

貳、研究假設 

    根據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本研究提出之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一：不同背景的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鑑目的」

之重要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1-1：就性別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

鑑目的」之重要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1-2：就學歷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

鑑目的」之重要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1-3：就現任職務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

師評鑑目的」之重要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1-4：就服務年資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

師評鑑目的」之重要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1-5：就任教類別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

師評鑑目的」之重要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1-6：就學校屬性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

師評鑑目的」之重要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二：不同背景的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鑑項目」

之重要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2-1：就性別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

鑑項目」之重要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2-2：就學歷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

鑑項目」之重要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2-3：就現任職務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

師評鑑項目」之重要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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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2-4：就服務年資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

師評鑑項目」之重要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2-5：就任教類別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

師評鑑項目」之重要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2-6：就學校屬性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

師評鑑項目」之重要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三：不同背景的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鑑的實施

方式」之重要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3-1：就性別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

鑑實施方式」之重要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3-2：就學歷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

鑑實施方式」之重要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3-3：就現任職務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

師評鑑實施方式」之重要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3-4：就服務年資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

師評鑑實施方式」之重要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3-5：就任教類別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

師評鑑實施方式」之重要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3-6：就學校屬性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

師評鑑實施方式」之重要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四：不同背景的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鑑資料蒐

集方式」之重要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4-1：就性別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

鑑資料蒐集方式」之重要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4-2：就學歷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

鑑資料蒐集方式」之重要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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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4-3：就現任職務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

師評鑑資料蒐集方式」之重要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

異。 

假設 4-4：就服務年資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

師評鑑資料蒐集方式」之重要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

異。 

假設 4-5：就任教類別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

師評鑑資料蒐集方式」之重要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

異。 

假設 4-6：就學校屬性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

師評鑑資料蒐集方式」之重要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

異。 

假設五：不同背景的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鑑實施程

序」之贊同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5-1：就性別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

鑑實施程序」之贊同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5-2：就學歷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

鑑實施程序」之贊同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5-3：就現任職務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

師評鑑實施程序」之贊同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5-4：就服務年資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

師評鑑實施程序」之贊同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5-5：就任教類別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

師評鑑實施程序」之贊同上程度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5-6：就學校屬性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

師評鑑實施程序」之贊同上程度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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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六：不同背景的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鑑結果應

用」之贊同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6-1：就性別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

鑑結果應用」之贊同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6-2：就學歷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

鑑結果應用」之贊同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6-3：就現任職務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

師評鑑結果應用」之贊同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6-4：就服務年資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

師評鑑結果應用」之贊同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6-5：就任教類別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

師評鑑結果應用」之贊同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6-6：就學校屬性變項而言，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職教

師評鑑結果應用」之贊同程度上的看法並無顯著差異。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一、就研究對象而言 

本研究對象以目前任職於台灣省公私立高級職業學校，教授

工業類、商業類、家事類及農業類之專業類科教師為對象。台灣

省設有工業類科、商業類科、家事類科及農業類科之高級職業學

校(不包含台北市、高雄市及外島地區)，亦不包含高中附設職業

類科之學校及綜合高中。台灣省設置此四類科的職校，公立為 105

所，私立為 88 所，總共 193 所職校。如表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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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台灣省設置工、商、家及農此四類科之學校統計表 

類別 學校屬性 學校數 小計 備註 

公立 47 
工業類科 

私立 38 
85 

 

公立 30 
商業類科 

私立 37 
67 

 

公立 08 
家事類科 

私立 13 
21 

 

公立 20 
農業類科 

私立 0 
20 

 

總計   193  

 

  二、就研究內容而言 

本研究內容主要在於瞭解台灣省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高

職教師評鑑內涵的看法為何？瞭解不同背景變項高職專業類

科教師對高職教師評鑑內涵之「評鑑目的」、「評鑑項目」、

「評鑑實施方式」、「評鑑資料蒐集方式」、「評鑑實施程序」

及「評鑑結果應用」等六個議題其看法上的差異情形為何？因

此，本研究以調查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教師評鑑內涵之看法作

為主要的研究範圍。 

貳、研究限制 

一、就研究對象而言 

本研究以台灣省高級職業學校設有工業類科、商業類科、

家事類科及農業類科之學校，以教授此四類的專業類科教師為

主要研究對象。並未包含台北市、高雄市兩直轄市及外島地區

之高級職業學校；除此之外，高中附設職業類料、綜合高中及

職業學校之綜合職能科教師、各校實習教師、代課教師、職員

技士(佐)、工友等不納入本研究之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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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研究方法而言 

高級職業學校教師評鑑內涵之研究理想方法應是質化與

量化研究雙管齊下，研究結果才能具有完整性與價值性。但由

於研究時間、人力及經費等條件限制，本研究以調查研究法之

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以蒐集量化資料來做分析與探討，較難

以探究問題的全貌。 

三、就研究工具而言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以「高職教師評鑑內涵之調查問卷」進

行調查。受試者在填答時，可能對題意的認知不同，或填答時

因受個人生理心理、所處環境、時間多寡等因素所影響，導致

研究結果可能有測量誤差的存在。 

四、就推論上而言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台灣省高級職業學校的工業類、商

業類、家事類及農業類等四類的專業類科教師為調查對象，樣

本以隨機抽樣法進行取樣，並非全面普查研究。故研究結果，

若推論到其他地區、其他類科或其他層級學校，尚得進一步之

研究與探討。 

 

第四節 名詞釋義 

 

壹、高職  

本研究所稱之高職係指高級職業學校。依據職業學校法第一

條規定：職業學校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以教

授青年職業智能，培養職業道德，養成健全之基層技術人員為宗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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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業類科教師 

本研究所指專業類科教師係指目前九十三學年度任職於台

灣省公私立高級職業學校，教授工業類、商業類、家事類及農業

類等四類專業(實習)科目之教師。 

參、教師評鑑 

本研究之教師評鑑，係指依據嚴謹審慎所訂定客觀的評鑑目

的與規準，蒐集教師在各項工作表現及個人專業成長之資料，以

系統化的歷程，進行分析、解釋及診斷，作成價值判斷與決定。

藉以瞭解教師表現之優劣與得失，對教師提出改進策略及輔導措

施，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及確保良好的教學品質，同時作為學校行

政決定上之教師分級、任用及獎懲之依據。 

 

 

 

 

 

 

 

 

 

 

 

 

 

 

 



 14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待答問題與研究假設
	第三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四節名詞釋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