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職專業類科教師對教師評鑑內涵之詷查

研究。為達成研究目的，研究者在進行實證研究之前，蒐集其相

關文獻加以探討分析。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教師評鑑的意

義、目的及規準；第二節為教師評鑑的方式與程序；第三節教師

評鑑模式；第四節教師評鑑結果之運用；第五節英美教師評鑑制

度實施概況；第六節高職教師成績考核之現況；第七節高職教師

評鑑之相關實證研究。        

 

第一節  教師評鑑意義、目的及規準 

 

本節旨在探討教師評鑑的意義、教師評鑑的目的與教師評鑑

的規準分別予以說明。 

壹、教師評鑑的意義 

  論及教師評鑑的意義之前，宜先界定「評鑑」(evaluation)

的意義。在教育上，通常將 Evaluation 譯為「評鑑」或「評價」。

根據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1986)的解

釋，將評鑑界定為對事物的價值、品質、重要性、數量、程度或

條件進行考查或判斷。辭海(民 75)將評價解釋為泛指衡量人物或

事物之價值。 TenBrink(1974)認為評鑑是獲得資訊進而形成判

斷，並據以作決定的過程。McMillan(2000)認為評鑑是蒐集資

料，據以做決定的歷程。楊文雄(民 69)認為評鑑是服務決策，評

鑑是為決策之需要而舉辦。 

吳政達(民 88)指出評鑑一詞在英文中有appraisal 與eva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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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on，然此二者字義確有所不同。appraisal 一字包括 evaluation 和

enhancement（增進、提高）等意義。其中 evaluation 意指檢視

(review)、評定等級(rate)、分析(analyze)、測量 (measure)、評

估 (assess)等 ； 而 enhancement 則 指 改 善 (improve)、 強 化

(consolidate)、發展(develop)等意義。綜而言之，評鑑一詞採用

appraisal 較與教育評鑑的意義相符，其包括績效為考量的

evaluation 和以專業成長為導向的  enhancement。  

綜合上述，評鑑係指以人或事物為對象，蒐集其相關資料，加

以檢視、考查或判斷其價值、品質、重要性或條件，並據以作成

決定的歷程。 

  目前以教師為評鑑的對象之相關主題，如教師教學評鑑、教

師績效評鑑、教師專業評鑑、教師評鑑等。研究者茲將國內外對

教師評鑑所提的定義，分別簡述如下： 

根據英國調解仲裁審議委員會(Advisory Conciliation and 

Arbitration Service, ACAS)(1986)對教師評鑑所下的描述為「教

師評鑑係指一種連續的、系統化的歷程，主要目的在於協助教師

的專業發展與生涯規劃，並為求確保教師的在職訓練活動、內容

或發展，並能夠真正配合教師與學校的共同需要。」 

張德銳(民 89)對教師評鑑所下的定義，將教師評鑑界定為一

種對教師表現做價值判斷與決定的歷程，其過程是根據教師表現

的規準，蒐集一切與教師相關訊息，以瞭解教師表現的優劣得失

及其原因，目的是為了協助教師教學上的改進和在行政上作為教

師任用與獎懲的依據。 

歐陽教等(民 81)對教師評鑑所下的定義為教師評鑑對教師

的工作表現，尤是在教室內的教學表現，加以審慎的評審分析，

以衡量教師工作表現的優劣得失及原因，據以決定如何來協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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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改進或促進教師專業成長與發展的過程。 

    吳政達(民 87)則將教師評鑑的定義界定為：一種連續性、系

統化的歷程，旨在了解教師教學績效及協助教師的專業發展與學

校行政革新的一部份。 

陳聖謨(民 86)將教師評鑑界定為：依據審慎訂定的規準，對

教師教學的表現作評斷與決定的歷程。 

傅木龍(民 84)認為教師評鑑是學校整體經營的一部份，旨在

透過評鑑者、受評鑑者(教師)及學校行政領導者的共同合作，經

由一連續性且系統化的過程，對受評鑑者的專業表現、未來需

要、潛能予以分析、檢討與評鑑。同時兼顧受評鑑者個人與其專

業及學校整體發展的需求下，協助受評鑑者建立未來發展目標，

並適時提供在職進修與訓練的機會，以確保其目標之實現，進而

提昇教育品質。 

綜合以上教師評鑑的定義，將教師評鑑的意義界定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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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教師評鑑的目的 

    歐陽教(民 81)指出「決定教師評鑑目的」是教師評鑑歷程中

最重要的一環，因目的的不同，則教師評鑑的規準以及評鑑方法

則將隨之而異。可見評鑑目的是教師評鑑歷程最核心的基礎。 

而教師評鑑的目的，根據英國 1991 年教育規程(Education 

Regulation)第四條規定，英國教師評鑑的目的包括下列幾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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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學校教師、校長與副校長之專業發展及生涯規劃。(二)協助

教師發揮潛能並有效執行其任務，進而改善學生學習的品質。(三)

表揚教師的成就，並幫助其發現改進教學技巧及表現的方法。(四)

協助教師、學校管理委員會及地方教育當局了解改變教師任務，

是否將有助其專業發展及未來生涯遠景。(五)協助教師發現生涯

發展的潛能，並提供合適的在職訓練，幫助其自我實現。(六)提

供適時的引導及訓練，協助教師解決教學上的困難。(七)提拱相

關訊息給負責聘用教師的有關人員。(八)改善學校經營(引自傅

木龍，民 84)。 

Darling-Hammond, Wise, & Pease(1983)認為教師評鑑的目

的有兩個層面，分別是「改進」與「績效」層面。就個人而言，

改進層面是指教師專業發展，而績效層面係指對個人人事的決

定；就學校組織而言，改進層面是指學校進步發展，而績效層面

係指對學校地位的決定。 

Iwanicki (1990)認為教師評鑑的目的，主要有四者：(一)績

效責任(Accountability)；(二)專業成長(Professional Growth)；(三)

學校革新(School Improvement)；(四)教師選任(Selection)。 

Guardian(1997)對教師評鑑的目的也提出三個主要目的：

(一)瞭解初任教師與資深教師在其專業領域的實際能力；(二)可

以讓教師持續不斷的反思其教學技巧與專業知能，增進專業成

長；(三)提供優良教師獎勵，對不適任教師提出警告，限期改善

甚至解聘。 

Beens(2000)認為教師評鑑的目的主要有三：(一)改善教師教

學效果；(二)激勵教師專業成長；(三)補救或剔除不良教師。 

在教師分級制度的議題上，Lerman(1990)和 Schlechty(1989)

都認為教師生涯進階制度的最大問題在於教師評鑑問題。因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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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是否可以晉級，主要取決於如何透過教師評鑑正確可靠地評鑑

出教師的工作表現，來落實教師分級制度。由此可見教師評鑑是

教師分級制度的基礎。 

 張德銳(民 89)指出教師評鑑的目的可就二方面來說明：(一)

在形成性目的方面，可協助教師改善教學，促進教學革新，以提

高教學效果，達成教學目標。並可就教師教學表現的弱點，提供

教師適當的在職進修課程和計畫，以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二)在總結性目的方面，作為僱用教師、續聘教師、決定教師薪

資水準、表揚優秀教師及處理不適任教師的依據，藉以促進學校

教師之新陳代謝。 

    高強華(民 84)從國外學者對教師評鑑的觀點，歸納出國外學

者對教師評鑑之共同目的(Bolton,1973;Redfern,1980;Harris, 

1986;Denhan,1987)：(一)提供學校行政或視導人員與教師們適

當的制度、規準、方法和歷程，以協同合作地共同致力於班級教

學水準或效率之提昇；(二)提供制度化的歷程、經驗或措施，有

計畫地協助新進的或教學有問題的教師；(三)提供有關教師之職

務調整、昇遷或解雇等決定的合理標準或程序；(四)提供有關教

師之加薪、分級、深造進修機會等決定的判斷基礎；(五)提供設

計教師在職進修、研習活動等課程之有效資訊或知識基礎。 

吳清山、張素偵(民 91)認為教師評鑑的目的在於瞭解教師表

現、改進教學實務、激勵教師專業發展以及作為人事與獎懲之決

定。 

教育部《二００一年教育改革之檢討與改進會議報告草案》

對教師分級制度之研議，曾提出以下幾點說明： 

(一)教師評審時應考慮年資(只是其中一項)、學歷、教學輔導表

現，以及研究服務成績等。最高級教師除必須通過所有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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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必要時應包括考試，評審人員包括：校長、教師、學者

專家、家長代表、社會公正人士以及教育局人員。 

(二)教師分級的近程目標應先化解教師分級制造成學校教師間

競爭的疑慮，故先以教師教學專業評鑑，尤其是從教師之教

學檔案評鑑開始著手。 

(三)教師分級的中程目標則以評鑑代替分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可配合評鑑作教師職級制度的試驗實施，職級與分級的概念

不同，分級是分上、中、下，職級則是某些職務較特別，須

由某些老師擔任，也可以擔任其他職務，並不設限。職級制

在性質上類似於目前某些學校試辦的教學導師制度。 

(四)分級制度或評鑑制度都值得探討，但理論上應是評鑑制度較

正向。至於分級名稱的問題不是重點，重點是無論做什麼，

一定要詳加規劃相關的配套措施，不可倉促施行。 

歐用生(民 85)認為教師職級制度的建立，在行政上配合的其

中之一則是嚴格實施教師評鑑：要明確規定升級的標準和程序，

平時利用各種方式和工具，實施教師評鑑，搜集資料作為升級與

否的依據。 

蔡培村(民 90)認為我國中小學教師長久以來，以年齡或年資

來晉升的制度造成我國教師成為「無生涯」的職業，加上法制化

的保障，使得不適任及未能俱時與進的教師受到適當的評鑑，來

加以處置或協助改進其教學。鑑於此，教師之專業表現包括教學

績效、學生輔導、教學期間相關研究成果及教育服務推廣等，應

在教師任職期間，由學校來實施教師評鑑。 

綜合以上所述，高職教師評鑑的目的歸納為： 

(一)協助教師改善教學，以提昇教學品質。 

(二)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激勵教師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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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透過診斷、輔導方式提供教師自我反省教學的機會。 

(四)為了維護學生的學習權。 

(五)作為表揚優良教師及處理不適任教師之參考。 

(六)作為教師學年度績效考核之參考。 

(七)作為實施教師分級制度之基礎。 

參、教師評鑑規準 

  吳和堂(民 91)曾為教師評鑑規準界定意義時指出：評鑑規準

係指被評鑑者的某一項目的品質依據。而品質就是教師工作上表

現的程度，是「完全做到」、 「部分做到」或是「未做到」。 

  教師評鑑所涵蓋的範圍可說是相當的龐雜，就教師表現的領

域而言，就可包含教師的教室內班級經營技巧、教學技巧、輔導

學生的成果、教師與學校行政上的配合度、與學生家長的互動關

係、個人教育專業精神與教學態度等皆涵蓋在教師評鑑範圍內。

就這些內容加以分析成細目，再將這些細目具體化、客觀化與明

確化，成為評鑑的指標。而每個評鑑指標下都有說明指標其涵義

並做為判定教師表現的優劣得失的衡量標準，此即為教師評鑑規

準。亦即教師評鑑規準由「領域」、「指標」及「敘述語」三者所

構成的。  

  Iwanicki(1990)曾指出有效的教師評鑑取決於三項重要關鍵

因素：(1)完整的評鑑哲學與評鑑目的；(2)健全的評鑑規準；(3)

合理的評鑑程序。而評鑑規準是為了要釐清教師的專業角色和任

務，在上述三項教師評鑑關鍵因素中，如何「決定教師評鑑的規

準」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性。換言之，理想的教師評鑑系統必須

根據評鑑目的，採適當的評鑑規準後，來決定適當的教師評鑑方

法與程序。假設評鑑規準設立不當，則評鑑方法、資料的分析技

術和程序再好也要無法蒐集到適用的教師評鑑資料，仍淪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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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的教師評鑑系統。可見「評鑑規準」在教師評鑑系統中舉足

輕重的地位(張德銳，民 81)。 

有關國外學者對教師評鑑規準的相關論述，整理如表 2-1 教

師評鑑規準表。而吳清山、張素偵(民 91)將教師評鑑面向分別為

專業知能、教學品質、教師效能與服務熱誠四個面向。各個面向

又分別涵蓋不同的規準，如圖 2-1。 

 

 

 

 

圖 2-1 教師評鑑面向與規準(引自吳清山、張素偵，民 91。教師評鑑：

理念、挑戰與策略。載於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主編，師資培

育的政策與檢討，頁 195。台北：學富文化。) 

 

 

 

 

教師評鑑面向與規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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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教師評鑑規準表 

學者或組織單位 年代 評鑑規準 資料來源 

Harris & Hill 
 

 

 

 

 

1982 

 

1.有效率 

2.友善 

3.口語交互作用 

4.激發 

5.個別教學導向 

6.運用多樣媒體 

Harris,B.M.&Hill,J.(198
2).The Detek Handbook.
National Educational La-
boratory Publishers, Inc.

美國德克薩州教

育服務處(引自

朱淑雅，民 87) 

 

 

1986 

- 

1987 

 

1.教學策略 

2.教室管理 

3.教材展示 

4.學習氣氛 

5.自我成長與責任 

朱淑雅 (民 87)。國民小
教師評鑑指標之研究。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國民

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Bridges 1986 1.學科知識。 

2.教授知識的能力。

3.維持教室秩序的能

力 

4.維持合宜教室氣氛

的能力 

5.與建生及其父母建

立和諧一致的關係

Bridges, E.(1986). Man-
aging the Incomepetent 
teacher. Eugene, Orge: 
ERIC Clearinghouse on 
Educational Manageme-
nt. 

美國北卡羅納州

(North Carolina)

教育廳所用的教

師評鑑規準(引

自 Divid, 1987) 

1987 1.教學時間的管理 

2.學生行為的管理 

3.教學活動的呈現 

4.學生表現的督導 

5.教學的回饋 

6.促進教學 

7.教育環境內的溝通

8.執行非教學生任務

Divid, H.(1987). Apprai-
sing teacher performace
in North Carolina. Educ-
ational Leadership, 44(7
), 40-44. 

Howard &  

McColskey 

2001 1.設計 

2.教學 

3.評量 

4.學生激勵和管理 

5.教師影響 

6.專業成長和貢獻 

Howard, B. B. & McCol-
Key, W. H. (2001). Eval-
uating experienced teac-
hers. Educatuinal Leade-
rship, 58(5),4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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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教師評鑑規準表(續) 

學者或組織單位 年代 評鑑規準 資料來源 

澳洲維多利亞省

教師評鑑指標( 

引自湯誌龍，民

90) 

民 90 1.教學指導內涵 

2.教學活動 

3.學生學習評量與成

績報告 

4.學校及社區的互動

5.專業表現 

湯誌龍  (民 90)。澳洲維
多利亞省中小學教師評

鑑制度之研究。南港高

工學報，第 19 期，頁 9-
33。  

歐陽教等 民 81 1.口頭溝通的能力 

2.書面溝通的能力 

3.教學計畫的能力 

4.使用多種教學技術

的能力 

5.教學組織和發展的

能力 

6.教室管理和紀律的

能力 

7.對學生的關懷 

8.專業成長意願以及

敬業精神 

9.和學校行政人員、

家長的關係 

歐陽教等(民81)。教師

評鑑模式之研究(專題 

研究成果報告)。台北：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 

中心。 

 

張德銳 民 83 1.任教科目的專業知

識與技術 

2.教學方法的專業知

識和技巧 

3.教師管理和紀律的

能力 

4.對學生的關懷和輔

導 

5.專業成長的意願以

及敬業精神 

6.和學校同仁及學生

家長的關係 

7.品德生活的優良程

度 

8.事病假及曠課職的

情形 

9.行政業務處理記錄

張德銳 (民 83)。教育行

政研究。台北：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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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教師評鑑規準表(續) 

學者或組織單位 年代 評鑑規準 資料來源 

陳瑞榮 民 84 1.教育理想與專業精

神 

2.行業的專門知識與

技術 

3.教學方法的專業知

識與技巧 

4.工場及教室之組織

管理知能 

5.學生訓輔工作的參

加和績效 

6.教學研究的進行與

發表 

7.教師進修活動的參

與情形 

8.教育評鑑的知識與

技術 

9.品德生活的優良程

度 

10.行政業務的處理

紀錄 

11.教師日常之勤惰

記錄 

12.和學校同仁之工

作關係 

13.親師溝通的情形 

14.師生關係 

陳瑞榮 (民 84)。工業職

業學校教師評鑑模式之

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工業教育研究所碩士

論文。 

 

高雄市政府教育

局 

民 89 1.教育專業知能 

2.學科專門知能 

3.服務熱誠 

4.人際互動 

5.特殊表現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民
89 年 2 月 1 日 )。高雄市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專業評鑑試行要點。 93
年 10 月 2 日，取自
http://wwwedu.kh.edu.t
w/members/grp02/final/
教 師 專 業 評 鑑 試 行 要

點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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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教師評鑑規準表(續) 

學者或組織單位 年代 評鑑規準 資料來源 

余榮仁 民 89 1.教學專業知能 

2.品德與操守 

3.人際互動技巧 

4.班級事務與行政管

理 

5.參與研究及進修 

6.勤惰紀錄 

余榮仁  (民 89)。學校本
位教師評鑑制度之研究 

—評鑑者與被評鑑者間

之反省性合作行動研究  
。國立台南師範學院國

民 教 育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徐敏榮 民 91 1.品德行為 

2.教學專業知能 

3.專業態度 

4.學生輔導 

5.班級經營 

6.行政配合 

7.人際關係 

徐敏榮（民 91）。國民

小學教師評鑑歸準之研 

究。國立屏東師範學院 

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 

文。 

 

陳怡君 民 92 1.專業知識與技能 

2.班級經營 

3.人際互動關係 

4.專業成長 

5.行政配合 

6.人格特質 

陳怡君  (民 92)。國民小
學教師評鑑之研究。國

立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

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上述，將教師評鑑規準歸納為下列幾項： 

一、教育專業知能 

    涵蓋教育專業理論、專業素養、專業態度與專業倫理。 

二、學科專門知能 

    涵蓋選擇、發展及規劃教材、編擬教學計畫、靈活運用教學

方法、善用教學資源與教具及多元評量的能力。 

三、班級經營 

    包含班級常規的制定、班級氣氛的營造、學生問題的處理、

教學設備管理與與教室秩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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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表現 

教師能訂定明確合理的學習標準及適當學習期限，在教學活

動中能適時地評估及查考學生學習進度，教學過程中以形成性及

總結性評量檢查學習進展情形，且能明確中肯的提出問題及質疑

問題。 

五、人際關係 

    包括能與學生、家長、工商界人士、教師同儕及學校行政人

員建立且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 

六、行政配合 

    係指教師教學外的表現，包含行政兼職、社區關係協助以及

配合並參與學校行政業務之推動，與學校行政人員共同合作與完

成學校行政任務。 

七、研究與進修 

    包括參與學術交流活動或研討會、學校教學研究會、赴企業

界實務研習及增進自我專業知能的相關進修活動。 

八、品德與操守 

    包括教師個人的德行、人格特質、言行儀表、奉公守法、守

時守信等。 

九、資訊科技(電腦)運用能力 

    包括電腦基本操作、文書處理能力、教學媒體的運作、教學

方法與資訊科技的運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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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師評鑑的方式與程序 

 

本節旨在探討教師評鑑方式與教師評鑑程序，依序分述如

后： 

壹、教師評鑑方式 

    教師評鑑所涵蓋的領域非常繁雜，教師評鑑的實施更是一項

複雜的歷程，其實施方式有多個面向可探討，本研究僅就評鑑者

及教師評鑑資料蒐集方式二個面向來探討。 

一、就評鑑者面向 

      就教師評鑑的評鑑者而言，評鑑的方式可分成自我評鑑、

同儕評鑑、上級—部屬評鑑、學生評鑑、校內小組評鑑、校外

人士評鑑及非教育人士評鑑等七種(Beerns，2000；Wragg，

1987；Lee, &, Li,，2003;張德銳，民 81；黃坤錦，民 84；傅木

龍，民 84；簡紅珠，民 86；戴佑全，民 89；吳政達，民 90;

趙志揚，民 93)。 

(一)自我評鑑(self-appraisal) 

自我評鑑係指教師自我檢視個人的表現。教師自我評鑑

的工具可由教育主管教關或學校發展教師自我評鑑檢核

表，透過教師依個人教學實際表現，按檢核表所設計的內容

填寫，促使教師自我瞭解、自我反省或自我改進。此種評鑑

方式較能被教師接受，也是一種受歡迎且有效率的評鑑方

法。但缺點是過於主觀不夠客觀，可能造成教師高估或低估

自我的教學表現。 

(二)同儕評鑑(peer appraisal) 

同儕評鑑係指評鑑者是專業層級相同的同事，彼此間相

互評鑑。所以教師的教學、研究、輔導、服務，可以任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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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科目或相同科系所為單位來進行教師同儕評鑑。此類型評鑑因

為同事彼此熟悉，同事間較易認同彼此的表現，致使評鑑過程較

易造就彼此的滿足感，其評鑑氣氛是較輕鬆愉快且溫和的，彼此

還可分享及相互切磋改進，促進教學專業成長的成果。 

但其缺點是教師可能會抱著與人為善、隱惡為善及同事愛，

而對同事的工作表現給予高度的評價，致使評鑑結果的信度易受

到質疑。所以，同儕評鑑較適用於改進教學或促進教學專業成長

為目的的形成性評鑑，不適用總結性評鑑(張德銳，民 81)。 

(三)上級—部屬評鑑(superior-subordinate appraisal) 

上級—部屬評鑑係指由職位高者擔任評鑑者，來評鑑職位較

低者，此種評鑑在科層體制的組織中最為常見，亦是一種由上而

下的單向的評鑑方式。以學校組織而言，教師需接受校長或其他

有直接管理職權人員的評鑑。此種評鑑可能導致評鑑者為不具專

業知識的上級人員來評鑑專業領域的人員。且上級人員對下一層

級的受評鑑者有管理權，亦可能造成評鑑過程中受評鑑者的奉承

與諂媚，或上級人員以個人與下屬的交情深淺來評鑑，導致評鑑

結果不夠客觀公正，造成受評鑑者排斥抗拒的心理。因此，加強

評鑑者的專業知識及落實評鑑倫理，並建立客觀公正的評鑑過

程，以避免可能造成的缺失。皆是評鑑者及受評鑑者所應努力的

方向。 

(四)學生評鑑(appraisal by student) 

  學生評鑑係指由學生評估教師的教學效率，是透過一個結構

性或非結構性的問卷或晤談的過程，加以制定。優點是易執行，

短期間可獲得很多資料；結果可信度高，同時不受年級、性別的

影響。學生可在課堂上加以評估(淡江大學教育科學研究室，民

72)。限制如班級人數的大小等，且學生年紀輕、經驗淺，恐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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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能力區分教師教學的優劣。 

  學生評鑑在各類教師評鑑中，由學生評鑑教師教學已被研究

證實為最直接、重要、最客觀的方式(Greenwood & Ramagli, 1980; 

O’Hanlon & Mortensen, 1980;Shieh, 1990)，主要原因是學生乃是

教學活動中最直接最深刻體驗的對象。但學生評鑑的教師的適用

範圍，應視學生對於教學品質感受與認知的成熟度而定。換言

之，學生評鑑適用於大專院校，並不適用於中等以下的學校。 

  (五)校內評鑑小組評鑑 

    校內評鑑小組評鑑係指由學校的評鑑委員會來執行教師評

鑑工作，其成員包含學校公開推選的行政人員和教師代表，冀藉

由行政人員及教師代表的共同參與，使教師評鑑的過程更公開、

公平、公正，且發揮相互制衡的功用，達成教師評鑑的真正目的。 

(六)校外人士評鑑(outsider appraisal) 

    校外人士係指由教育行政官員、教育學者專家、或其他學校

校長、教師，甚至是專門評鑑教師的團體來評鑑教師。這些參與

評鑑的校外人士，大多具備教育專業素養，且從事相關性質的工

作。因此，校外人士評鑑亦是個可行的評鑑方式。但其缺點是完

全由校外人士來負責評鑑，可能會因缺乏對學校與教師深入的了

解，其評鑑的效益將有所限制，且評鑑的結果也會令人質疑。 

  (七)非教育人士評鑑(appraisal by lay people) 

    非教育人士評鑑係指其評鑑者是學生家長、家長委員會或其

他社會人士直接來評鑑教師。不只有其不便之處，亦可能會引起

教師的反彈聲浪，但可採間接的方式涉入評鑑。例如：家長經常

向校長抱怨教師教學不力、獎懲學生不當或作業批改不夠仔細

等。均可視為家長對教師的間接評鑑。但家長聽自於學生的意

見，並非完全屬實，可列為教師評鑑的參考依據，仍需求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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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教師評鑑資料蒐集方式的面向 

綜合歸納國外內學者提出的教師評鑑資料蒐集的方法，包

括：教學觀摩、教室觀察、教學錄影、學生學習成就、教師能力

測驗、教學日誌、教學檔案及問卷與面談八種(McClskey & 

Egelson, 1993；Wolf,1997；  Peterson, Wahlquist, Bone, Thompson 

& Chattrerton,2001；張德銳，81；吳政達，90；陳怡君，92)。

茲分述如下： 

(一)教學觀摩 

    教學觀摩有兩層意思，其一是指透過督導教師(master teacher)

示範高品質的示範教學及所呈現出教學的標準，以幫助參加觀摩

教師能評估自我的表現。當教師在觀摩督導教師的教學型態與方

法時，能作為一個自我評鑑過程的起點。藉由觀摩示範教學中，

教師能就自我本身的教學與督導教師的示範教學作一比較，以作

為教學改進的參考。其二是教學或實習教師，個人為了瞭解自己

教學歷程上的優缺點，邀請一些資深教師或專業人員評鑑，所做

的教學演示。不論是教學觀摩或教學演示，皆可藉由激勵互動、

分享討論，以協助教師在教學上改進。 

  (二)教室觀察 

    教室觀察是指評鑑者對教師班級經營及教學表現的觀察，包

括教學內容、方法、教室教學氣氛、師生互動等觀察重點。亦是

各種蒐集教師評鑑資料中最常使用的方法。評鑑者直接觀察教師

教學活動，評估教師班級經營知能與教學表現，並根據觀察結果

和教師互相討論後，對教師提供回饋的訊息。 

  (三)教學錄影 

    教學錄影與教室觀察相近但更易於被老師接受。此法係指將

教學過程以錄影的方式提供評鑑者參考的一種評鑑方法。優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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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不會因評鑑者或觀察者的存在，其心理遭受影響或表現失

常，且錄影帶可透過多次的回顧與討論，且沒有時間上的限制。

惟教學錄影操作技術和設備上的支援，仍需尋求專業人員或同事

的協助。 

  (四)學生學習成就 

    所謂學生學習成就，係指以學生學習成果為依據作為評量教

師的教學能力。評鑑者可經由檢視學生的學習成就來評斷教師教

學之優劣，亦可作為評鑑教師的管道之一。但影響學生學習成就

的因素很多，教師能掌握的只是其中幾個因素。所以學生學習成

就資料只能作為教師評鑑一小部分之參考，仍要結合其他教師評

鑑資料，才能顯示出真實的意義與符合公平客觀原則。 

(五)教師能力測驗 

教師能力測驗主要是在測教師的基本知識、學科知識及教育

專業知識。張德銳(民 81)認為在教師資格的授予與新任教師聘用

時，可運用測驗來檢測受試教師所任教科目的專門知識以及教學

技巧的專業知識，以確保教師的教學績效及品質。 

測驗所測量的結果只可顯示教師專門知識及教學專業知能

的高低，並無法藉測驗結果來推論教師的表現和效能 (Goodison, 

1985 ; Madaus & Meferns, 1991 ; Shannon, 1994)。但由教師能力

測驗可讓評鑑者對教師的能力有一定的瞭解，可減少評鑑者個人

的主觀偏差。教師能力測驗必須結合其他蒐集教師評鑑資料的方

法，同時妥善運用，才能增加預測的效度。 

(六)教學日誌  

  教學日誌是教師教學活動歷程的紀錄，從中有關改變的經驗

敘述則可作為洞察或改進歷程的參考。可真實反應事實及教學狀

況，亦可用來作為評鑑之參考或評據，尤其在自我或同儕評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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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清楚地呈現事件的原委。 

(七)教學檔案 

  教學檔案係指教師將教學理念、課程計畫、教學資料與測驗

以及教學品質的評鑑結果等置於檔案中。教學檔案可將自我反

省、同儕或教學專家檢視教學結果及改進建議列於檔案之中，以

利於評鑑或作為自我改進教學之參考。 

(八)問卷、面談 

  填寫問卷或面談可獲得家長和學生對於教學反應的資訊，雖

然實施問卷較有效率，但是面談更有機會細察回答者的深切反

應。 

    教師評鑑的方式就評鑑者與蒐集教師評鑑資料的兩個面

向，諸如上述綜合歸納所得的各種評鑑方法，但教師評鑑所牽涉

的相關因素過於廣泛，所以為了達成教師評鑑的目的，應視評鑑

對象，選擇適當合理且綜合運用多元的評鑑方式，取得教師評鑑

資料，如何才能獲得客觀公平的評鑑結果，以供作評鑑決定時參

考依據。如此方能落實教師評鑑的功效。 

貳、教師評鑑程序 

    實施教師評鑑，那該如何進行呢？必須經過哪些步驟或程序

呢？教師評鑑程序是必須事先規劃好，且是一套完善的評鑑流

程，那須具備怎麼的程序才能達成預期目的呢？茲將國內外學者

專家的看法分述如後，再綜合歸納之。 

    Dressel(1977)認為評鑑歷經三個步驟，分別是評鑑目標、搜

集適切的證據及作成決定。 

    Redfern(1980)的目標設定模式(Goal-Setting Model)認為教

師評鑑步驟分別是設立教師表現規準、鑑定需要、設定目標和行

動計畫、執行行動計畫、評估結果、討論結果六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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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文全(民 80)提出九個評鑑步驟：決定評鑑的目標、確定評

鑑的範圍、分析評鑑的細目、訂定衡量的標準、編製評鑑表格、

進行評鑑蒐集資料、分析資料、作成結論及提出建議、研擬改進

計畫並進行改進。 

    張德銳(民 81)在「國民小學教師評鑑之研究」綜合各學者意

見，認為教師評鑑的步驟為：決定評鑑的目的、確定評鑑的規準、

編製評鑑表格、進行評鑑蒐集資料、整理分析資料、作成結論及

提出建議、研擬改進計畫並進行改進。 

    簡紅珠(民 86)認為在教師評鑑小組成立之後，可依循教師自

我評鑑、評鑑者與受評鑑者初次會議、蒐集多方面的相關資料、

教室觀察、評鑑面談、評鑑結果、提出建議等七個步驟來進行評

鑑。 

余榮仁(民 89)認為教師評鑑的步驟為：確立評鑑的目的、決

定評鑑的範圍和領域、分析評鑑細目、訂立每個細目的判斷標

準、選擇評鑑方式及資料來源、編製評鑑表格、進行評鑑資料的

蒐集、審查與分析資料、作成結論及提出建議、研擬改進計畫並

進行改進。 

吳清山、張素偵(91)將教師評鑑的過程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準備階段：辦理教師評鑑說明會；召開評鑑前會議；決定評

鑑目的、內容、方式、時機、評鑑者與受評者。 

(二)實施階段：採多樣方法(如教室觀察、教學錄影、深度晤談、

教學檔案、問卷調查、座談會、測驗、學生成績分析)；蒐

集評鑑資料；整理及分析評鑑資料。 

(三)總結階段：舉行評鑑委員評鑑會議；完成評鑑報告；評鑑結

果通知受評者。 

(四)檢討改進階段：舉行後設評鑑會議；檢討評鑑結果；進行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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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事決定；擬定教師專業發展計畫；表現欠佳教師追蹤輔導。 

黃耀輝(民 91)認為教師教學評鑑為一循環動態歷程，包括確

立評鑑目的；依據評鑑問題，描述所需資料；進行相關文獻探討；

擬訂評鑑設計；依照設計收集所需資料；整理分析及解釋資料；

完成評鑑報告，推廣、回饋；後設評鑑。每個歷程都是不斷的循

環，且都要時時反省、批判、溝通與對話。其循環歷程如圖 2-2

所示。 

 

Context        Input         Process         Product 

  背             輸             過              結 

  景             入             程              果 

 

 

 

 

 

 

 

反省           批判            溝通            對話 

圖 2-2 教師教學評鑑循環歷圖(引自黃耀輝，民 91。教學健檢—

教師教學評鑑研究，頁 20。台北：問津堂) 

 

根據上述學者專家的看法，可發現評鑑步驟會因評鑑目的的

不同而有所差異，據此綜合歸納出教師評鑑大致的程序如下： 

(一)確定評鑑目的。 

(二)決定評鑑範圍與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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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確定評鑑規準。 

(四)決定評鑑方式與資料來源。 

(五)編製評鑑表格。 

(六)辦理評鑑說明會。 

(七)蒐集評鑑資料。 

(八)審查與分析資料。 

(九)作成結論與提出建議。 

(十)研擬改進計畫並進行改進。 

以高雄市教育局(民 89)所頒佈的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專業評鑑試行要點中的第二條而言：「激勵教師成長，發展

學校特色，各校應配合校務發展計畫暨辦學目標，訂定教師專業

評鑑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局核備，所訂評鑑計畫

應包括評鑑內容、評鑑小組成員及比率、評鑑方式、評鑑實施時

程等」。 

教師評鑑實施前應擬定教師評鑑計畫，其評鑑計畫必須實

際、具體及具有時效性。教師評鑑計畫包含確定評鑑目的、決定

評鑑方式與資料來源、評鑑小組成員與及比率，評鑑內容、評鑑

實施時程等。而編製評鑑表格的研擬人員應當有受評鑑者的代表

參與，甚至將開公聽會讓受評鑑者針對評鑑表格設計的格式或內

容提出看法，評鑑表格透過受評鑑者的參與設計，去除陳義過高

或不符現實面的構想，使其更具有代表性及適切性。 

實施教師評鑑前辦理評鑑說明會對受評鑑對象說明評鑑的

目的，規準、流程、方式等等。讓受評鑑者知悉整個教師評鑑的

相關資訊。至於評鑑者必須接受專業訓練及參與行前評鑑者的說

明會，對評鑑者說明評鑑倫理、評鑑過程應該注意的事項、評分

標準、評鑑流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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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評鑑過程中，評鑑者與受評鑑者皆應該有對話的機會，評

鑑者透過評鑑資料及與受評鑑者的對話，對受評鑑者作更深入的

了解，可避免評鑑者過於主觀的看法。評鑑結束後，評鑑者應將

所蒐集到的資料作一詳細的整理與分析，評鑑結果得告知受評鑑

者，提供回饋與建議給受評鑑者，作為改進教學的依據。評鑑後

對於教學表現及績效不佳的教師，要落實評鑑後追蹤輔導改進 

以協助教學改進或給予專業成長的機會，以達成教師評鑑的真正

目的。 

 

第三節  教師評鑑模式 

 

陳瑞榮(民 84)認為教師評鑑模式可說是根據受評鑑教師所

建立的一種結講，換言之，即依據教師的特性、需要及期望所建

立的一系列有順序的結構行為，作為教師評鑑制度主要之依循架

構。簡言之，教師評鑑模式是教師評鑑制度應該如何進行的參考

藍圖。本研究綜合國內外學者 (McGreal, 1983 ; winter, 1989 ; 

Shinkfield & Stufflebeam, 1995 ; 歐陽教，民 81；張德銳，民 83)

之分析，教師評鑑模式大致上共有下列九種： 

一、共同法則模式 (Common Law Model) 

二、目標設定模式(Goal Setting Model) 

三、成果模式(Product Model) 

四、臨床視導模式(Clinical Supervision Model) 

五、藝術或自然模式(Artistic or Naturalistic Model)。 

六、績效指標模式(Performance Indicator Model) 

七、治療模式(Remedial Model) 

八、目標達成模式(Target Outpu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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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診斷模式(Diagnostic model) 

    上述九種評鑑模式，其中以臨床視導模式、目標設定模式、

共同法則模式及治療模式較為常用(歐陽教，民 81；張德銳，民

83)，故僅就此四種模式擇要說明如下： 

一、臨床視導模式 

    臨床視導模式是指評鑑者(或視導人員)直接進入教室，在實

際教學情境中，以觀察方式來獲取教師實際教學行為、活動和表

現的相關資料，透過評鑑者與教師面對面的直接互動，再經由分

析、討論、檢討教師的教學，給予適當的回饋，以改進教學和增

進教師專業成長的歷程。 

    臨床視導模式是一種相互循環的歷程，其實施方式分為五個

步驟： 

(一)觀察前會議。 

(二)教學活動觀察。 

(三)分析觀察結果和提供改進策略。 

(四)視導會議。 

(五)會議後的分析與追蹤。 

    臨床視導模式是屬於形成性評鑑，多數應用於實習教師或初

任教師兩種對象。Wiles and Bondi (1986) 將臨床視導與傳統視導

方法作一比較，提出下述三項優點 (引自陳瑞榮，民 84)： 

  (一)評鑑(視導)者和教師是為改進教與學的條件而奮鬥。 

  (二)評鑑(視導)者與教師對教學行為具有更大的影響力。 

  (三)評鑑(視導)者與教師對於教學視導具有積極正面的感受。 

    但仍有其缺點，就是評鑑者得耗費相當的時間與精力，且在

同時間無法對多數教師進行觀察。因此針對特別需要的少數教

師，可採行臨床視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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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標設定模式 

    目標設定模式係由受評鑑教師與評鑑者共同評估教師教學

成長的需求、共同設定教學目標，並且協助教師達成預定的教學

成長計畫，最後再和教師共同評估達成目標的程度，以發展教師

的教學專業知識與技能。 

    其實施步驟為： 

(一)設立教師表現規準 

提出教師表現的評鑑領域，每個領域依需求擬定各若干不

同的行為指標，做為教師責任規準。 

(二)界定需要 

以評鑑領域與和行為指標作為參考架構，教師與評鑑者共

同討論教師目前現有的工作能力表現及提出教師自覺需要改

進的地方，以作為設定目標的依據。 

(三)設定目標和擬訂計畫 

評鑑者根據與教師的討論結果，請教師自行設定數個專業

成長目標，且各成長目標應附有達成目標的行動計畫及完成行

動計畫的預定時間。 

(四)執行行動計畫 

依據擬定的行動計畫，逐一執行，同時評鑑者應經常觀察

教師的行動表現，以作為下一步評估教師表現結果的判斷依

據。 

(五)評估結果 

評估結果包括了形成性評鑑和總結性評鑑。前者評鑑者可

要求教師作自我評鑑再由評鑑者進行複評工作。後者評鑑者可

依據所設有評鑑指標，作一總體考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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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檢討結果 

召開評鑑會議，共同討論教師教學表現的優劣得失，改進

建議及長短期專業成長計畫等，也可從中吸取評鑑經驗。 

     

目標設定模式可被運用於形成性評鑑與總結性評鑑，其對象

可以是全體教師或教學豐富且願意改進之教師。此種模式具有下

列幾項優點(Iwanicki, 1981)： 

(一)能夠促進教師教學改進，提昇教師專業成長。 

(二)能建立評鑑者與教師間正向的關係。 

(三)評鑑焦點在教師的專業成長需求。 

(四)針對教師需求設定明確的評鑑規準。 

(五)能夠澄清教師欲表現的需求所在。 

(六)可整合教師及學校的整體教學目標。 

    雖具有上述的優點，但仍有實施上的困難，因為允許教師與

評鑑者共同選擇個別化的評鑑規準，但因為教師所選擇行動目標

難度不一致，可能所選的行動目標不是過於容易不然就是過度困

難，必須仰賴評鑑者謹慎的加以判定。另一困難點是評鑑教師之

行動目標是否達成易於引起爭議，因為評鑑者與教師間對於預設

的行動目標可能會有認知上的差距，甚至相左，所以事先須加以

釐清與確認。   

三、共同法則模式 

    共同法則模式在美國是一種較為原始的及傳統的「年度成績

考核方式」。因為美國大部份學區(65%)都曾經共同採行過這種模

式，因此被稱為「共同法則模式」。它是以行政人員(通常為校長)

為主導的一種教師評鑑模式，評鑑對象可分為「非終身雇用教師」

(Nontenured teachers)：每年必須接受評鑑三次以上；及「終身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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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教師」(Tenured teachers)：每年須接授評鑑一次。其評鑑規準

皆由校長或學校教師評鑑委員會來決定，評鑑所獲得資料及訊息

則交給校長，並由校長來做主觀的判定。 

    McGreal (1983)指出共同法則模式其特徵如下：  

  (一)評鑑者高度的主導，受評教師被動的、低度的參與。 

  (二)教師觀察為此模式唯一的評鑑方法。 

  (三)「非終身雇用教師」與「終身雇用教師」，其評鑑方式主

之要差別在於每年所接受的評鑑次數不同。 

  (四)評鑑重點強調行政決定的「總結性評鑑」。 

  (五)不考慮教師的個別差異，皆以統一的評鑑規準來評鑑。 

  (六)評鑑的工具僅以三等或五等第的評定量表來評定教師。 

    共同法則模式是屬於總結性評鑑，其優、缺點如下： 

  (一)優點： 

1、為較經濟、省時與省力的一種教師評鑑模式。 

2、評鑑者不需受長期且較為專精的專業訓練。 

3、顯示學校對績效責任的重視。 

(二)缺點： 

  1、無法積極地增進教師的專業成長。 

  2、養成教師被動的消極態度。 

  3、統一且標準化的評鑑規準，不合乎各類各科教師的個別

差異。 

  4、評鑑規準偏重行政配合方面，忽略教師的教學表現。 

  5、將教師表現作不當的比較。 

四、治療模式 

治療模式主要目的補救教師已被發現的教學表現弱點。所以

治療模式係指教師在年度的總結性評鑑結果上被發現具有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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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缺失而極待改善時，在校長或指定的輔導教師的協助下，

以漸進的方式來改善其教學缺失，若在規定時間內，教師的教學

仍無法達到原訂定的標準時，則該名教師將以不適任教師之由而

遭受到解聘的行政決定與處理。 

其實施步驟如下： 

(一)發現有嚴重教學缺失的教師。 

(二)成立教學觀察委員會。 

(三)由評鑑者協助受評鑑教師進行矯正。 

(四)觀察受評鑑教師協助後表現。 

(五)評估受評鑑教師的教學表現及提出是否被繼續任用的建

議。 

   而治療模式是屬於形成性評鑑，其優、缺點如下： 

(一)優點 

  1、可實地深入的觀察與分析教師的教學缺失，且提出的改

進建議具有建設性。 

  2、提供教師教學改進的機會，對學校組織、教師與學生都

具有正面的意義。 

  3、確保教師皆能達到某一最低限度的教學表現水準。 

(二)缺點 

  1、評鑑者得花費大量的時間。 

2、評鑑者只能在某一段時間協助少數具有教學缺失的教師。 

3、只能對教學困難的教師做補救教學，無法對教學能力強

的教師提供協助。 

4、觀察活動忽視教學行為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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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師評鑑結果之運用 

 

教師評鑑係指依據嚴謹審慎所訂定的客觀評鑑目的與評鑑

規準，對教師各項工作表現及專業成長之內涵蒐集各項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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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將對教師評鑑結果之運用進行探討，茲就國內外專家學

者對於教師評鑑目的及評鑑結果運用方式相關實徵研究彙整歸

納如表 2-2： 

表 2-2 國內外專家學者對「教師評鑑(目的)結果運用」之看法 

專家學者 年代 教師評鑑結果之運用(涵蓋教師評鑑目的在內) 

Greene 1971 
1、改進教師的教學。 
2、發現優良教師並給予獎勵。 
3、作為教師晉升之依據。 
4、執行州法律及教育董事會之規定。 
5、作為教師續聘或解聘之依據。 

Millman & 

Darling- 

Hammond 

 

1990 
1、作為職前教師之評量。 
2、作為證書與執照之依據。 
3、作為教師遴選之依據。 
4、對初任教師的評量與協助改進教學。 
5、作為教師專業發展之評量。 
6、作為教師續聘或不續聘之依據。 
7、促進或提昇學校效能。 
8、作為教師生涯升遷和頒發教學優良獎金之依
據。 

歐陽教等  民 81 
1、協助教師改進教學。 
2、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3、作為僱用或續聘教師之依據。 
4、發現及表揚優良教師。 
5、作為教師薪資水準之依據。 
6、作為處理不適任教師之依據。 
7、作為年度成績考核之依據。 
8、作為辦理教師進修活動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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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國內外專家學者對「教師評鑑(目的)結果運用」之看法(續) 

專家學者 年代 教師評鑑結果之運用(涵蓋教師評鑑目的在內)

吳清山 民 83 1、增進教師教學品質。 
2、協助教師生涯規劃。 
3、獎勵優良表現。 
4、作為任用或解聘教師之參考。 
5、確保學校教師選擇過程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陳聖謨 民 86 1、建立教師分級證照制度。 
2、作為敘薪標準。 
3、分派教師教學工作。 
4、作為聘用新進教師之依據。 
5、確認教師教學能力。 
6、表揚績優教師。 
7、淘汰不適任教師。 
8、提高民眾對教師素質的信心。 
9、作為規畫教師進修成長活動之依據。 
10、績效獎金發放依據。 

劉文輝 民 91 1、作為發放教師考核獎金及年終獎金之依據。
2、作為教師薪資晉級之依據。 
3、作為教師分級之依據 
4、作為聘任、解聘、停聘、續聘及聘期約定之
依據。 

5、作為教師專業進修之優先依據。 
6、作為教師評證照制度之依據。 
7、提昇教師專業及教師品質。 

黃耀輝 民 91 1、協助教師了解、改進教學，提昇教學績效。
2、發現優良教師並予以獎勵。 
3、發現表現不佳教師，並提供協助及處置。 
4、作為教師聘任之參考。 
5、教師證書、執照的評量或實施教師分級制度
之參考。 

6、遴選優良教師擔任教學導師或國民教育輔導
團輔導員之參考。 

朱慶璋 民 92 1、協助教師改進教學，提昇教學績效。 
2、辦理教教師進修活動，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提昇教育回質。 

3、評選出優良教師，並給予實質的獎勵。 
4、發覺表現不佳的教師，並提供必要的協助與
處置。 

5、作為聘任教師的參考。 
6、作為實施教師分級制度的參考。 
7、作為頒發教師證照的參考。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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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專家學者之看法，歸納出教師評鑑結果之運用方式

如下： 

一、高職教師評鑑結果作為核發教師證照之依據 

二、高職教師評鑑結果作為聘任教師之參考。 

三、高職教師評鑑結果作為教師分級之依據。 

四、高職教師評鑑結果作為教師專業進修之優先依據。 

五、高職教師評鑑結果作為教師年度績效獎金發放之依據。 

六、高職教師評鑑結果作為教師薪資晉級之依據。 

七、高職教師評鑑結果為發現及表揚優良教師。 

八、高職教師評鑑結果為發現表現不佳教師，並提供協助及處置。 

 

第五節 英美教師評鑑制度實施概況 

 

目前歐美先進國家中，英美兩國在各項教育改革成效卓著，

在教師評鑑制度的規畫與實施亦然，以下簡述英美兩國之教師評

鑑制度實施概況。 

壹、美國教師評鑑制度 

一、美國教師評鑑制度實施概況 

      根據Shinkfield & Stufflebeam (1995)的研究指出，美國於

1984 年已有 46 個州設有教師評鑑的法律與行政規章；到了

1994 年，全美僅剩一個州尚未完成規範。由此可知美國的教師

評鑑制度目前已普遍實施多時。而美國是一個聯邦政府的組

織，在許多的法令的制定與實施上，是授權給各州自行決定

的。美國的教育權是亦是如此，所以各州或各學區的教師評鑑

制度都有很大的不同。以 下以美國北卡羅萊納州(North 

Carolina)及田納西州(Tennessee)兩州的教師評鑑之實施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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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簡述如下： 

(一)北卡羅萊納州的教師績效評鑑系統(Teacher Performan- 

ce Appraisal System) 

此州教師評鑑模式為臨床視導模式，兼顧形成性與總結

性評鑑，評鑑目的在於作為教師證照頒發、薪資與續聘決定

的依據，也作為規劃教師在職進修的參考，以促進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領域包含：教學時間的管理、學生行為的管理、

教學活動的呈現、學生表現的督導、教學的回饋、教學的促

進、教育環境內的溝通與執行非教學的任務等項目。教師評

鑑資料蒐集方式是以教室觀察為主，教學檔案及晤談為輔；

評鑑者是以校長為主要評鑑者，評鑑者與教師共同合作進行

所有評鑑程序，評鑑初前會議與事後的檢討會議是該州相當

重視的歷程之一，其主要的功用在於使教師與評鑑者之間達

成共識，提供評鑑回饋以促進教師教學改進(Kuligowski, 

1991)。 

(二)田納西州的教師職級階梯評鑑(Career Ladder Evaluat- 

ion System) 

       此州的教師評鑑是以總結性評鑑為主，評鑑目的是作為

教師升遷分級、決定薪資水準之依據。雖然如此，但在事後

觀察會議仍會以協助教師瞭解自我教學的優缺點，來協助教

師改進教學、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其評鑑規準包含：有效的

教學準備；針對不同的課程內容、目標與學習者使用適當的

教學策略及程序；使用評鑑以增進教學；有效的班級管理活

動；建立與維持一個專業的領導角色與有效的溝通。就評鑑

方式而言，該州強調使用多元化的評鑑方式及評鑑人員收集

相關資料以進行評鑑。(Kuligowski,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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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教師評鑑內涵 

美國各州在教師評鑑的法令與實施面上各有所不同，研究

者根據劉寶貴(民 92) 我國高職教師評鑑實施之研究彙整出美

國教師評鑑制度一般原則性的教師評鑑內涵，就教師評鑑目

的、評鑑類型、評鑑指標、評鑑方式、評鑑人員與蒐集資料蒐

集方式簡述如表 2-3 所示。 

 

表 2-3 美國教師評鑑內涵表 

項    目 內                 容 

教師評鑑目的 1.提供資訊讓教師改善教學，提昇教師教學品質； 

2.獎懲教師的表現；3.提供學校聘任或解聘教師的依

據；4.協助教師做好生涯規劃。 

教師評鑑類型 1.總結性評鑑 2.形成性評鑑 

教師評鑑指標 1.計劃和組織 2.激勵學生 3.師生關係 4.資源利用 

5.教學技巧 6.專業成長與責任 7.親師關係 

教師評鑑方式 學生成就評鑑、學生評鑑與班級觀察評鑑等三種最常

用 

評鑑人員 校長、教師本身、同儕、學生與家長等五種身份 

評鑑資料蒐集

方式 

多元化的管道與方式(如：教室觀察、訪談、教師教學

檔案等) 

資料來源：整理製表自劉寶貴 (民 92)。我國高職教師評鑑實施之研究。 

  

貳、英國教師評鑑制度 

  一、英國教師評鑑實施概況 

英國原以 1991 年所公佈的教育規程 (The Education Regul- 

ations School Teacher Appraisal)作為教師評鑑的依據，經

過重新修改審定後於 2001 年公佈新的教育規程，目前英國是

根據 2001 年教育規程來作為教師評鑑的依據，其中對教師評

鑑規定的主要內容簡述如后 (傅木龍，民 84；陳怡君，民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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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適用對象  

      1.教育規程第二章適用學校管理委員會 (governing body of 

school )所僱用的教師。  

      2.教教育規程第三章適用地方教育局 (local education 

authority)所僱用的教師。  

(二 )明定評鑑小組的責任，在確保教師的工作表現並定期評

鑑教師。  

(三 )明定評鑑者 (appraiser)的指派方式及注意事項。  

(四 )明定評鑑的週期為一年一個循環。  

(五 )明定評鑑的程序不得作為懲戒或解聘過程的一部份。  

(六 )明定評鑑的程序包括：  

    1.規劃評鑑與設定目標：評鑑者與被評鑑者應召開初期會

議，共同規劃及準備評鑑，並確立評鑑目標。  

    2.教室觀察：評鑑者對教師進行教學觀察至少一次。評鑑

者未經教師同意，不得向學校其他人員索取有關教師工

作表現的資料。  

    3.評鑑晤談 (appraisal interview)：評鑑結束時，評鑑者應與

教師舉行評鑑晤談 ,內容包括檢討學校教師的工作目

標，界定教師的成就、專業訓綀及發展需求，並設定進

一步的行動目標。  

    4.評鑑報告 (appraisal statement)：於評鑑晤談結束後 10 天

內，評鑑者必須提出一份評鑑報告。同時應給教師一份

評鑑報告，教師可於 10 天內查看報告並可加註其意見。 

  (七 )教師有權在第一次查看評鑑報告後 10 天內，對評鑑報告

提出申訴。而評鑑小組應指派一位具有教育相關知織或

經驗的人員，作為審查官員，於收到後 10 天內進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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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評鑑申訴的審查工作。  

(八 )明定評鑑紀錄的使用及保留事項：  

    1.評鑑者應提供一份評鑑報告給學校校長 (假如校長不是

評鑑者 )。  

    2.評鑑報告至少保留到下一次評鑑報告完成後三個月。  

    3.評鑑報告中的相關訊息，可提供校長、首席教育官員等，

在決定教師升級、解聘、懲戒或薪給之參考。  
二、英國教師評鑑內涵 

根據傅木龍(民 84)英國中小學教師評鑑制度研究，研究者彙

整歸納出英國教師評鑑制度內評鑑內涵。從英國教師評鑑目的、

評鑑目標、評鑑人員、評鑑資料蒐集方式與評鑑過程要項簡述如

表 2-4 所示： 

 

 

 

 

 

 

 

 

 

 

 

 

 

 

 



 50

表 2-4 英國教師評鑑內涵表 

項  目 內   容 

評鑑目的 1.協助學校教師、校長副校長之專業發展及生涯規劃

2.協助教師發揮潛能並有效執行其任務，進而改善學

生學習的品質。 

3.表揚教師的成就，並幫助其發現改進教學技巧及表

現的方法。 

4.協助教師、學校管理委員會及地方教育局了解改變

教師任務，是否將有助其專業發展及未來生涯遠景。

5.協助教師發現生涯發展的潛能，並提供合適的在職

訓練，幫助其自我實現。 

6.提供適時的引導、訓練，協助教師解決教學上的困

難。 

7. 提供相關訊息給負責聘用教師的有關人員。 

8. 改善學校經營。 

評鑑目標 配合學校整體及個別教師的需求，在學校發展的架構

下，進行評鑑工作，以確保其實際性及資源的有效運

用。 

評鑑方式 自我評鑑、同儕評鑑 

評鑑人員 校長自學校教師中，遴選資深及具專業素養的教師。

評鑑資料蒐集

方式 

自我評鑑資料、教室觀察、工作觀察與從其他人員獲

得訊息與評鑑晤談 

評鑑過程要項 1.初期會議、2.自我評鑑、3.蒐集資料、4.評鑑晤談、

5.目標設定 6.評鑑報告 7.檢討會議 

資料來源：整理製表自傅木龍 (民 84)。英國中小學教師評鑑制度之研究。 

 

參、英美兩國教師評鑑系統比較 

    丁一顧、張德銳(民 93)指出英美兩國一直是教育先進國家，

各項教育改革成效卓著，在教師評鑑制度上的規劃與實施亦是如

此。目前英美兩國的教師評鑑系統，皆以多元化、個性化與適性

化為最大特色。美國教師評鑑系統包含「初任教師方案」(Track 

Ⅰ --The Beginning Teacher Program)、「專業發展方案」 ( Track 

Ⅱ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rack ) 與「教師協助方案」

(Track Ⅲ --The Teacher Assistance Track)此三元系統。而英國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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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評鑑系統，可分為初任合格教師(Newly Qualified Teachers)導

入輔導評鑑、教師升級評鑑(Threshold assessment)、進階教師

(Advanced Skilled Tea-chers)評鑑、以及督導制度的教師評鑑等

四種。在此將兩國的系統做一比較分析，如表 2-5 所示： 

表2-5 英美兩國教師評鑑系統比較分析表 

 美國  
 

英國 

評鑑系統 

包括初任教師評鑑、資深教
師評鑑、以及不適任教師協
助系統。 

包含初任教師評鑑、教師升
級評鑑、進階教師評鑑、以
及督察體制之教師評鑑系
統。 

 
實施對象 

 

1.初任教師評鑑系統：初任
教學少於四年及初至該
學區服務之新到任教師。

2.資深教師評鑑系統：服務
四年以上教師。 

3.不適任教師協助系統：任
何需要特殊協助之教師。

1.初任教師評鑑系統：初任
教師第一年者。 

2.教師升級評鑑：非初任教
師皆可參與。 

3.進階教師評鑑：服務滿五
年以上之優良教師，皆可
自由參加評鑑。 

4.督察體制之教師評鑑系
統：接受校務評鑑學校之
教師。 

評鑑目的 
不同評鑑系統皆有不同的
實施目的 

不同評鑑系統皆有不同的
實施目的 

評鑑規準 

依不同需求，強調不同程度
的評鑑規準；但規準皆與有
效教學相關。 

四種教師評鑑系統採取不
同的評鑑規準；但規準皆與
有效教學相關。 

評鑑過程 
以教室觀查與回饋為主，並
輔以其他資料的審查。 

以教室觀查與回饋為主，並
輔以其他資料的審查。 

評鑑結果應用
 

初任教師與資深教師未通
過評鑑標準時，則實施不適
任教師評鑑系統。 
 

除初任教師評鑑系統未通
過者便失去公立學校教師
任教資格外，其餘可重新提
出申請審查和評鑑。 

資料來源：丁一顧、張德銳(民93)，美英兩國教師評鑑系統比較分析及其對我國

之啟示 

美英兩國目前所實施的教師評鑑系統，兩國皆針對不同的對

象，採用不同的教師評鑑方案，由此可發現美英兩國教師評鑑系

統似已逐漸有多元化、系統化、區別化的趨勢，其共同的特色如

下所述(丁一顧、張德銳，民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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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針對不同年資教師，採行不同的教師評鑑系統。 

二、依據不同教師的發展需求，提供不同目的之協助。 

三、依據有效之教學規準，規劃檢視教師教學與相關責任的評鑑

標準。 

四、能規範結構性評鑑過程，以充份理解教師教學表現。 

五、評鑑結果的運用與後續評鑑的實施，能明確說明清楚。 

此外，美國教師評鑑系統的特色：(1)邀集基層教師參與評

鑑系統的規劃；(2)長時間有系統的規劃設計；(3)善用教學導師

制度，輔導初任教師；(4)運用臨床視導歷程，經由和諧民主的

互動，減低教師接受教學觀察的壓力；(5)明確訂定不適任教師

評鑑系統與實施過程等。英國教師評鑑系統的特色：(1)設置教

師升級晉薪式之獎勵性評鑑方案；(2)將教師評鑑列為校務評鑑

中的重點；(3)以教學觀察為教師評鑑的重要方式；(4)評鑑結果

依每一評鑑規準分述其優缺點，並做未來表現發展的建議等。 

美英兩國的教師評鑑系統，乃是以多元統合為其建立的依

據，依不同教師的需求，建構出不同的評鑑目的、實施方式及實

施期程。國內也應該思考針對不同的教師來規劃與擬定適合國情

的教師評鑑系統。 

 

 

 

 

 

 

 

 



 53

第六節 高職教師評鑑面臨的困難及可行策略 

 

國內開始重視教師評鑑工作是近十幾年的事，專家學者在教

師評鑑相關學術研究方面也不在少數，但在實務方面，仍停留於

起步階段，仍存在許多限制與困難，以各學者就目前國內教師評

鑑制度所遭遇的問題與困難分述如后，並提出解決策略。 

 

壹、目前教師評鑑面臨的困難 

教師評鑑目的是多重的，方法是多樣的，方式是多元的，不

僅推行也面臨諸多困難。然而教師評鑑也是個極為複雜的動態過

程，就連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也常會遭遇到許多問題。 

傅木龍(民 84)認為推展教師評鑑制度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四

方面的問題：(1)評量教師工作表現的困難；(2)缺乏充裕的時間

(3)缺乏充分的經費；(4)相關教育政策的排擠效應。 

羅清水(民 88)認為當前教師評鑑所面臨的困難大致上有四

點：(1)教師評鑑內涵無法真正評量教師工作表現；(2)教師評鑑

制度未建立；(3)缺乏人力與時間實施教師評鑑；(4)教師評鑑未

能與教師生涯發展相結合。 

徐敏榮(民 90)認為目前教師評鑑實施之問題如：(1)教師的

觀念未建立；(2)教師評鑑成為例行性的活動；(3)教師評鑑的評

鑑標準難以界定；(4)教師評鑑是否公正、客觀；(5)教師評鑑的

經費來源；(6)評鑑人員與評鑑委員的訓練。 

吳清山、張素偵(民 91)指出中小學實施教師評鑑所面臨的挑

戰有：(1)教師心理排斥抗拒；(2)教師評鑑目標不易整合；(3)

評鑑委員難以決定該由誰來擔任；(4)缺乏適切的評鑑工具；(5)

評鑑工作耗時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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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雄市於民國89學年度起全面實施教師專業評鑑執行一

年後的結果，所獲得的成效如：(1)教師勇於接受自我評鑑與他

人評鑑，且能經常進行自我教學反省。(2)教師可接納評鑑小組

進入教室觀察教學。(3)普遍獲得家長認同及稱讚。(4)獲得專家

學者與參與協助評鑑。(5)教師同儕之間互助成長。而困難與限

制之處，如：(1)評鑑委員質疑本身的教學能力是否最好。(2)自

評表的要項難以符合需求。(3)校內自評難以發揮功能。(4)評鑑

委員評鑑標準不一。(5)評鑑人員工作負荷過重。(6)評鑑過程費

時耗力（引自張素偵，民92）。 

    蔡孟翰(民91)也針對高雄市在試辦二年的教師專業評鑑，提

出所遭遇的問題：(1)事前的宣導與溝通不足；(2)同儕互評彼此

有所疑慮，有待突破；(3)校內評鑑小組成員的專業能力與公正

性受到質疑；(4)教室觀察、晤談未能全面落實；(5)多數學校欠

缺評鑑後之教師專業成長後續計畫。 

    根據上述專家學者之看法，綜合歸納出現階段國內推行高職

教師評鑑制度所臨的問題： 

一、教師對教師評鑑產生排斥與抗拒心理 

      部份教師仍認為教師評鑑就是向教師的權威挑戰、不尊重

教師與打擊教師士氣的作法。所以實施教師評鑑，部份教師難

免會產生排斥與抗拒的心理。基本上，任何一項新的教育政策

或改革，學校教職員工對於未來的轉變，都有可能感到不安與

恐懼，而且要是涉及其本身利益與權益時，產生抗拒的心理在

所難免。目前國內教師評鑑仍處於起步階段，大多數對於教師

評鑑之基本精神與內涵都認識不深，況且尚未建構完整的配套

措施，也無法源依據，教師自然會產生排斥與抗拒的心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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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推行實施高職教師評鑑制度之時，要獲得高職教師的支

持，將是一項浩大工程。 

二、教師評鑑的評鑑目標不易整合 

    教師評鑑目標決定了整個教師評鑑的設計與程序的走

向。教師評鑑目標有二，一是重總結性目的的績效責任目標，

此目標為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與家長偏重的，想藉此淘汱不適任

教師，以保障學生的受教權；另一則是重形成性目的的專業發

展目標，為教師們所偏重的，教師認為教師評鑑主要是幫助教

師教學改進與專業成長，而不是作為處分教師之用。鑑於此，

未來制定高職教評鑑制度時，如何整合此兩種目標，亦是一大

考驗。 

三、教師評鑑難以評量出教師實際工作表現 

      在教師工作表現中，許多是屬於教師本身的行為與態度的

改變，是屬人文科學的質性研究之描述，雖然在蒐集教師工作

表現資料時，可透過自我或同儕評鑑，亦可透過觀察、訪問面

談等方式來了解與蒐集相關資料，但仍無法建立出一套完全客

觀且標準的量化工具，能夠真正評鑑出教師的工作表現。而且

教師好的工作表現涉及到評鑑者的主觀認定，很難有共同的標

準及共同認定的評鑑指標與項目，因此教師評鑑無法真實地評

鑑出教師的工作表現。 

四、教師評鑑工作耗時費力 

    任何一個評鑑工作的實施，皆會面臨時間與人力的問題。

而教師評鑑的實施，就以目前高雄市試辦的教師評鑑方式，包

括教師自我評鑑、同儕評鑑及校內小組評鑑必要時請上級複

評，這種層層評鑑所要花費的時間和人力，要比校務評鑑耗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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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力。而根據 Barber, Evans and Johson (1995)的研究中，曾指

出在教師評鑑過程中要達到預期效益，每位評鑑者大約需投入

四個半小時至五個半小時的時間。由此可知，教師除了教學

外，還得為了配合教師評鑑的推展，需要更多的額外的時間，

來滿足教師評鑑政策的需要。因此辦理教師評鑑，是個極為複

雜一項工程，對於教育行政機關、學校行政人員、評鑑人員與

教師，都會徒增許多繁重的  工作。這也是高職教師評鑑即將

要面臨的挑戰。  

五、教師評鑑的經費來源 

      要實施一項評鑑計畫並非是紙上談兵或口頭說說就可以

解決。從評鑑前，相關人事的安排、蒐集資料、宣導活動等等

相關事項，評鑑中，整個評鑑過程的流程、時間上的安排、評

鑑委員的遴聘等等，至評鑑後，根據受評鑑者的實際要求，安

排相關的輔導、訓練或進修等等計畫。所以整個評鑑過程，從

評鑑計畫的規劃到評鑑活動結束中每個環節，甚至之後的後設

評鑑，都需有充分的經費支持，才能順利進行。所以如何在目

前教育資源有限的窘境中，如何來調配或爭取更多的教育經

費，來落實教師評鑑制度，亦是推行高職教師評鑑所面臨的挑

戰。 

六、評鑑委員的人選與專業能力 

    教師評鑑的評鑑委員人選該哪有些人來擔任才合誼。在美

國所實施的教師評鑑中，通常都是由校長來擔任委員。而國內

未來將實施的教師評鑑，評鑑委員除了校長外，督學、資深教

師，專家學者家長各代表等，哪些人來被遴聘為評鑑委員，目

前仍有爭議的空間，且跟教師評鑑目標也有密切關係。但評鑑

委員的素質、訓練與評鑑倫理觀念將是影響到教師評鑑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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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要素之一，評鑑委員的人選？其專業能力如何訓練？由那

一個機構負責培訓？這都是高職教師評鑑目前所要構思與解

決的。 

七、教師評鑑是否公正、客觀 

    國人向來講究人情、「背景」和「關係」的有無，在人情

壓力下，評鑑是否會公正無私？或是做做人情與拉拉「關係」。

亦或者教師是否會因為評鑑的壓力而不得不向現實低頭，亦或

是四處沒背景的找「關係」來當靠山。評鑑倫理的建立不是以

書面資料或口頭的宣導就能使每個與評鑑相關的人員都能確

行落實的。 

貳、高職教師評鑑的可行策略 

    處在這資訊科技一日千里知識經濟時代，為了培養學生帶著

走的能力、創新思考的能力及運用靈活知識的能力，教育必須負

起相當大的責任。因此社會及家長要求學校提昇教育品質與教學

的責任是必然的，保障學生的受教權益與獲得良好的學習效果。

因此教師評鑑已成為教育改革中被熱門探討的議題。 

    國內的教師評鑑目前處於研究與試辦的階段，所遭受的問題

如前所述，而對高職教師評鑑所面臨的困難，提出可行實施策略

如下(李基常、詹勳林、薛順乾，民94)： 

一、教師評鑑取得法源依據 

教師評鑑的實施需有法源依據。因此建議教育行政機關應

盡早修訂教師法，將教師評鑑之相關條文列入教師法中，且應

以提昇教師專業發展及落實教師績效責任為教師評鑑的主要

目的。教師評鑑有了教師法作為實施依據，便能依法行政來推

動高職教師評鑑，以確保學生的受教品質及對不適任教師作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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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處理。 

二、建立教師的正確觀念與態度，減少排斥抗拒心理 

      一旦教師評鑑取得法源依據，最大的利害關係人便是高級

中等以下各級學校的教師，部份教師總是「談評色變」，因而

對教師評鑑持反對的聲音。所以如何向教師加以宣導及溝通成

為落實教師評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應透過適當的管道加以宣

導教師評鑑的基本精神、內涵、及相關的配套措施為何，讓教

師們真正瞭解實施教師評鑑的目的，也透過專業的對話，化解

其疑慮，降低其不安，讓教師們能以正向的心態接受教師評鑑。 

三、訂定明確的高職教師評鑑規準 

高職與一般中小學相較之下，在教育目標、課程內容、學

生的學習情境、學生的背景等等其差異性。因此在制定高職教

師評鑑規準時，不宜與一般中小學一致，應建立明確且適合高

職教師特性的教師評鑑規準。 

四、教師評鑑應兼顧形成性目的與總結性目的 

      教師評鑑目標有二，一為總結性評鑑目的，即是重視績效

責任，以確保學生的受教品質及淘汰不適任教師。另一是形成

性評鑑目的，即是協助教師改進教學及提昇教師的專業成長。

所教師評鑑在設計上理應兼顧形成性目的與總結性目的。 

五、教師評鑑方式應多元化 

      就評鑑者面向而言，評鑑方式有自我評鑑、同儕評鑑、上

級—部屬評鑑、學生評鑑、校內評鑑小組評鑑、校外人士評鑑

與非教育人士評鑑七種。而就教師評鑑資料蒐集方法而言，大

致上有教學觀摩、教室觀察、教學錄影、學生學習成就、教師

能力測驗、教學日誌、教學檔案及問卷與面談八種方法。因此

未來實施教師評鑑，絕不能單一的評鑑者方式或單一的評鑑方



 59

法，必須多樣化的方法，才能蒐集到教師表現的完整資料，且

結合多元化的評鑑者評鑑方式，才能真正客觀評鑑出教師的教

學工作表現及專業發展的成效。 

六、教師評鑑可與教師分級制度相互配合 

教師評鑑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提昇教師的教學品質，也是為

了作為未來實施教師分級制度的主要依據，教師分級的標準可

根據教師評鑑的結果來決定教師是否升等的依據與參考。所以

教師評鑑應與教師分級相結合，因為教師分級制可鼓勵教師在

教學過程中能持續的改進教學，且透過教師評鑑制度來考核教

師工作表現為何，使教師評鑑具有升等的依據或參考，更加能

促使教師評鑑的落實，並能促進教學品質的提昇，以確保學生

的受教權。  

七、教師評鑑可結合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評鑑工作的結束，不是就此劃下句點，而是教師改進

教學的開始，此即教師評鑑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教師能自我正

視其評鑑結果，優點的部分能持續的展現，缺點的部份要自我

檢討與改進。教師個人方面，可自我擬定書面改進計畫後，確

實地付出行動，且參與各種能增進自我專業成長的活動或在職

進修的機會。學校可針對教師評鑑的結果，針對教師的個別差

異訂定出教師專業發展方案，且提供教師促進的教師專業成長

的進修機會。所以教師評鑑應有效的結合教師專業發展。 

八、建立一套評鑑委員的遴選辦法 

      評鑑委員如何來遴選，須具備哪些資格與條件？教育行政

機關應該建立一套明確的評鑑委員遴選辦法，其專業能力、專

業素養、經歷、人格等等都有明確的規定。不是僅遴選出評鑑

委員即可，對於評鑑委員培訓工作，應舉辦經常性的評鑑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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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活動，其主要目的，一是增進其教師評鑑專業知能；另一

則是為了建立評鑑委員的共識。為了讓評鑑委員恪遵評鑑倫

理，平時的宣導工作更是不可馬虎。如此才能使評鑑工作客觀

有效，也才足以令受評鑑的教師信服。 

 

第七節  高職教師評鑑之相關研究 

   

我國高職教師評鑑制度仍處於起步階段，仍有待積極的探討

與研究，茲將國內高職教師評鑑之相關實證研究結果彙整歸納如

表 2-6 所示。 

 

表 2-6 高職教師評鑑的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 
題目 

研究 
方法 

研究 
對象 

研究結論 
 

陳瑞榮 
(民 84) 

工業 
職業 
學校 
教師 
評鑑 
模式 
之研 
究 

實地 
訪談 
、 
問卷 
調查 
法 

設有 
工業 
職業 
類科 
學校 
之行 
政人 
員與 
教師 
、 
教育 
行政 
機關 
之行 
政人 
員 
、 
技職
教育
及教
師評
鑑專
家學
者 
 

一、每年一度的教職員成績考核，為一總結性
教師評鑑，側重在宣示對績效責任的重
視，較無診斷與改進功能。 

二、現行制度之評鑑規準過於籠統，評鑑的依
據資料未能有系統的建立，教師對參 與
「教職員考核委員會」意願不高，所以學
校之考核工作流於形式，並已成齊頭式的
平等。 

三、目標設定模式可應用於總結性評鑑與形式
性評鑑，因此可顧及績效責任的達成，而
且也具診斷與改進的功能，較適合我國工
職教師評鑑，但是其行動目標(規準)的設
定、行動結果的評估則需要進一步妥善規
畫。 

四、多數填答者認為教師評鑑制度的推行將有
助於學校教育革新。 

五、多數填答者贊成目前我國工業職業學校推
行教師評鑑制度，惟彼此間對此問題之看
法也有明顯的差異情形。 

六、工職教師評鑑委會應該由教師代表、學校
行政人員、技職教育學者專家、教育專業
團體代表、教育行政人員及產業界代表共
同組成。 

七、工職教師評鑑有四項很重要及三項重要的
目的。 

八、改進教學與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等形成性評
鑑的功能是工科教師評鑑的最主要的目
的。 

九、工職教師評鑑有五項很重要及九項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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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領域。 
十、工職教師評鑑有七項可行之實施方式。 
十一、工職教師評鑑的依據資料有八項可行之

蒐集方式。 
十二、工職教師評鑑結果有四項可行之公佈方

式。 
十三、教學表現優良教師有六項可行之處理方

式。 
十四、教學表現欠佳教師有二項可行之處理方

式。 
十五、發展完成一個可行之工業職業學校教師

評鑑模式係以目標設定模式為發展導
向，兼顧達成形成性及總結性評鑑功能
為考量，其中，共分為「準備」、「資料
蒐集」、「評鑑」、「回饋」等四個階段，
以及十五個步驟。 

劉文輝 
(民 91) 

高職
教師
對教
師評
鑑態
度調
查之
研究 

問卷
調查
法 

高雄
縣、
屏東
縣高
職教
師 

一、高職教師認為八項評鑑項目中，最重要的
前三項為「教學專業知能」、「教師專業態
度」與「品德行為」。 

二、高職教師因其背景不同，而在「教師評鑑
項目」之態度，各有差異。 

三、高職教師認為最重要的前三項評鑑目的為
「提昇教師教學品質、肯定教師的表現」、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激勵教師成長」、「維
護學生的學習權」。 

四、高職教師因其背景不同，而在「教師評鑑
的目的」上之態度，各有差異。 

五、高職教師認為評鑑結果的應用，最重要的
前三項為「作為提昇教師專業及教師品
質」、「作為教師專業進修之優先依據」、
「作為教師證 
照制度之依據」。 

六、高職教師因其背景不同，而在「教師評鑑
結果的應用」上之態度，各有差異。 

七、對「實施教師評鑑的困難」因素，高職教
師認為「無法脫離中國人的情面因素」、
「由誰來評鑑，難以決定」、「無法公平公
正」是三項最大困擾。 

八、高職教師因任教科別不同，而在「實施教
師評鑑的困難」上之態度，有所差異。 

九、在「蒐集資料的方式」當中，高職教師認
為「觀察教師的教學行為」、「問卷調查」、
「自我評鑑檢核表」是最被認同的三種方
式。 

十、高職教師因其背景不同，而在「蒐集資料
的方式」上之態度，各有差異。 

陳春華 
(民 91) 

台灣
東部
地區
高工
專業
教師
評鑑
指標
之研
究 

問卷
調查
法 

台灣
東部
高職
工業
學校
之專
業教
師與
學生

一、台灣東部地區高工學校校長、專業教師及
學生對「專業教師評鑑指標」均傾向於「非
常重要」。 

二、校長對「專業教師評鑑指標」的「行政服
務」層面重要性最高，專業教師認為「人
格特質」層面重要性最高，而學生以「學
生輔導」層面重要性最高。 

三、專業教師對「專業教師評鑑指標」，因背
景因素（諸如：性別、年齡、任教年資、
學校隸屬、最高學歷、任教群別、擔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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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不同而無顯著差異。 
四、學生對「專業教師評鑑指標」，因背景因

素（諸如：性別、學校隸屬、就讀群別、
就讀年級）的不同而無顯著差異。 

五、專業教師與學生對「專業教師評鑑指標」
的各個層面之重要程度，因角色不同有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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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
調查
法 

高雄
市樹
德家
商全
校教
師 

一、除每年至少一次自我評鑑外，在平時應隨
時自我反省，隨時自我評鑑，校方亦要持
續實施並修改評鑑方式與項目，才能彰顯
評鑑的結果，如此才能增進教師專業成
長。 

二、老師們在人際互動與服務精神、班級經營
與輔導上的重視度更勝於教學專業知識
與專業能力、學術專門知識與能力，這是
值得注意與瞭解的。 

三、在班級經營與輔導中，以服裝科與英文科
比其他各科老師更重視整個班級的情況。

劉寶貴 
(民 92) 

我國
高職
教師
評鑑
實施
之研
究 

問卷
調查
法、
訪談 

全台
灣公
私立
高級
職業
學校
之教
師 

一、本研究獲得我國高職教師評鑑制度之意
義、目的、方法、程序、與配套措施等重
要理念。 

二、不同背景因素的教師對教師評鑑策略看法
仍有差異存在。 

三、除性別與選擇不同委辦評鑑機構兩種背景
因素之教師對評鑑指標看法沒有差異
外，其餘不同背景教師對教師評鑑指標的
看法仍有差異存在。 

四、高職教師評鑑之策略可分別以：教師評鑑
的功能、評鑑規劃階段項目、評鑑平時準
備階段項目、評鑑小組評鑑階段項目、教
師評鑑之委員代表性等方面探討。 

五、高職教師評鑑指標可分為：教學知能、教
學態度、學生輔導、行政服務、及品德與
專業等五個領域；其中除了學生輔導未細
分次領域外，其餘均有二至三項的次領
域；次領域下再細分共有六十八項細項。

   

根據上述之文獻，歸納研究問題之內容可分為下列範圍： 

一、高職教師評鑑目的 

高職教師評鑑目的是以改進教學與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等形

成性目的為高職教師評鑑的主要目的。如：「瞭解教師教學困難

及需要，作為辦理進修活動之依據」、「協助教師改進教材教法」、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激勵教師成長」、「維護學生的學習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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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評鑑目的。而「發現並表揚優秀教師」、「作為年終晉級加

薪的依據」、「處理不適任教師之依據」等為次要目的。所以高職

教師評鑑目的應兼顧「形成性目的」與「總結性目的」。 

二、高職教師評鑑指標 

高職教師評鑑指標應以「教學知能」、「教學態度」、「學生輔

導」、「行政服務」、「人格特質」與「專業領域」等六個層面為主。 

三、高職教師評鑑實施方式 

高職教師評鑑實施方式應採屬多元化的方式進行，以瞭解教

師實際表現。陳瑞榮(民 84)認為教師評鑑實施方式，可先由受評

教師自評，再由教師評鑑委員會初評，最後未臻理想者得進行複

評。劉寶貴(民 92)認為高職教師評鑑應兼顧形成性與總結性評

鑑、內部與外部評鑑並重的方式進行，更認為教師自我評鑑是各

種評鑑方式的基礎。 

四、高職教師評鑑實施程序 

高職教師評鑑實施程序，大致可規劃為四階段與十個步驟：

(一)準備階段：包括決定評鑑目的、確定評鑑規準、編製評鑑表

格；(二)資料蒐集階段：包括蒐集評鑑資料、整理分析資料；(三)

評鑑階段：包括形成判斷及作出決定；(四)回饋階段：包括研擬

改進計劃或方案、合理認可及妥善處理、依權責進行回饋追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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