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教師教學目的與策略 

徐式寬 ∗、岳修平 ∗∗ 

一、前言 

近幾年國內大學校院數目快速增長，入學人數顯著增加，

而高等教育經費與資源未能相對成長，一般大學校長也強調如

此將造成高等教育品質的低落。1在大學校長大聲疾呼教育經費

的減少恐將降低教學品質之際，由於WTO政策使得教育市場逐

漸開放，國外的高等教育也即將衝擊國內的高等教育環境。大

學彼此之間的競爭與日俱增，再加上面臨國外大學威脅，更多

的教育選擇機會又將造成學生數量流失與素質降低，不足額招

生使得學費來源減少，教育經費緊縮的情形雪上加霜；而招收

的學生素質降低，也將同時影響教學品質。在質與量不斷流失

減少的惡性循環之下，如何在經費與教育品質的拔河之下，還

能保持競爭力，吸引優良的學生願意選擇就讀，是每一所大學

都在思考的問題。有些學校提供高額獎學金或免學費、有些保

證就業、有些補助國外留學或減少修業年限直升碩士班，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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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時的風潮。然而回歸教學研究，優良教學品質與學術聲

譽才是最好的招生利器。找出符合學校傳統的強項，塑造大學

的特色，是每一所大學所應該思考的問題。2以下將回顧大學教

育的理想與目的，釐清大學教師該扮演的角色，進而探討在目

前科技影響下的大學教師可能採用的教學目的與策略。 

二、研究背景與目的 

（一）大學教育的目的 

高等教育是國家發展的重要一環。如果說小學與中學等是

屬於國民義務教育，則大學、研究所在國家發展的人才培育上，

應具有何種目的及功能呢？有學者認為理想的大學教育注重的

是人格陶冶、獨立思考能力與智慧的養成；3也有學者認為大學

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廣泛性地培養大學生對自己內在身心特質的

了解；求取新知的方法與能力；適應個人生活及社會生活所需

之能力；理解與關懷全世界、全人類所需之能力、情操及行為。
4意即高等教育希望培養學生了解自己、求取新知、適應個人生

活與社會生活、理解與關懷全世界的能力與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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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大學教育兼負有教學、研究與服務三大任務，5其中以

教學為最重要。但現實狀況是，許多學生上大學只是為了得到

一張高學歷的文憑，以便將來出社會能找到好的職業。有許多

大學越來越強調職業訓練，然而這樣過度強調功利與庸俗化的

大學教育，將造成大學生價值觀的偏差，缺少關懷社會與人文

的素養。6 

（二）教師應該扮演的角色 

為達成大學教育的目的，負起大學教育責任的大學教師，

應扮演著學生的促進者、引導者、輔助者的角色，讓學生培養

主動學習的求知精神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大學教師甚至也扮演

著影響學生人生發展的重要角色，如在傳統中國社會中，師生

的關係更為道德共同體，是天、地、君、親、師五倫中的一倫。

但是目前大學的師生之間則是權利義務所規範的契約關係。7 

大學教育相較於過去的學校教育過程而言，由於學生求學

目的的改變與校風的自由開放，不再以升學作為唯一目標，提

供的課程豐富多樣，因此學生可以選修有興趣的課程，在學習

動機上多了一些彈性與自主性。而教師可以根據課程性質與自

己的專長，自行指定教科書與參考書。在教學方法上面，除了

應用傳統的講述法，大學的課堂上更重視雙向交流，多半需要

學生自行閱讀指定教材並在課堂上向教師及其他學生導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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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二十一世紀大學教育的新挑戰 

 

表自己的心得看法，進行歸納討論，以訓練組織能力與口語表

達能力。特別是研究所層次的課程，由於人數通常較少，學生

有較多的機會能與老師進行一對一的口語溝通。 

在全人教育的目標之下，不同於過去教師偏重單向知識灌

輸者的教學方式，更多的教師嘗試鼓勵學生發表自己的意見，

以團體合作學習的方式增進與他人溝通相處的能力，促進學習

中的互動與對話；另外在教學策略與方法的改變之下，教師也

必須適當掌握網路科技的使用，選擇最適當的方式啟發並輔助

學生學習。除了專業課程的教學，教師也應主動觀察學生的生

活與學習態度，根據學生的性向及興趣，在教學中適時給予個

別或群體輔導，對學生的生活發展提出建議、給予讚美，引導

學生認識自己，喜歡自己，發揮潛能，發展健全的身心靈。 

但在實際上，大學教師有許多教學以外的任務。至少，大

學教師就具有包含研究、教學、服務的多重責任。而研究又是

大多數的大學評估教師留任或升等的重要依據。相較之下，教

學的比重就低得多，因此教學的品質，相對來說，就較難以掌

控。 

（三）科技影響下的教學型態改變 

由於網路科技的興起，各種電腦軟硬體的發展進步，應用

網路科技的數位學習成了國家重點發展項目。電腦設備的進駐

校園，或多或少改變了現代教師們的教學型態。教育部開始在

中小學提倡資訊融入教學，高等教育則以網路非同步與同步線

上教學的方式，試圖在教學過程中應用網路科技。電腦與投影

機成了資訊融入教學的標準配備，教師們開始努力參加研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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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網頁的製作以及電腦簡報的製作，努力學習操作 FrontPage、

PowerPoint 甚至 Flash 來產生自己的教學網站及上課教材。應用

網路科技的程度可以有很多種分類，從簡單的應用文書處理軟

體如 Word 打字印製講義或用 PowerPoint 製作教學投影片，到

建置個人教學網站，使用網路資源進行專題式學習等等。大部

分的大學教師使用課程網站來輔助教學，網站上放了每週講義

教材，並提供公告欄與討論區方便公告事項及進行討論，也有

許多老師使用作業上傳下載與批改觀摩的功能，使得作業的評

分更加透明化，作業觀摩與討論區也能促進同儕間的對話與社

會學習。 

在成人終身學習與繼續教育的趨勢與需求下，也有越來越

多的網路大學遠距教育的興起，只要透過網路，不用親臨現場

即可拿取學位，讓工作中的職場人士有了更方便的選擇。例如

美國的鳳凰城大學即是完全網路化的虛擬大學，針對工作中的

成人提供了大學、碩士班與博士班的正式學位，在 2002 年的學

員註冊人數達到六萬人。8然而國內由於不像美國幅員廣闊，且

網路課程的課程設計仍然停留在以串流影音為大宗，無法造成

有效學習，課程的評鑑方式與學位授與辦法仍未成熟，所以至

今仍然沒有授與正式學位的純網路大學出現。 

無論教學型態如何改變，高等教育機構仍須確保教學品

質，教師應扮演的角色或許稍有不同，但大學教育的目的未大

幅變化。如何提昇教學品質，仍舊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課題。 

                                                 
 
8 毛向輝：〈從鳳凰城大學看遠程教育產業發展〉，2000 年。2003 年 11 月 1
日，取自：http://www.prcedu.com/article/a/12248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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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目的 

本研究從六位研究型大學的優良教師的教學過程中，來瞭

解大學教師如何在教學過程中，從理念目的到教學策略的設

計，來達成大學教育的目的。從而探討大學如何重新正視教學

在大學教育裡的重要性。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研究型大學內的教師常因為龐大的研究壓力，難以兼顧教

學，而被質疑其教學品質。有些大學於是設立獎勵制度，突顯

教學的重要性。本研究訪談了六位研究型大學的優良教師，針

對其課程設計的理念、教學的準備、教學的內涵、教學的策略、

利用科技的方式、以及教學評量等議題，來分析一門所教授的

課程。這六位大學教師來自不同的背景，跨社會、理工、醫學

等領域（請見表一）。訪談時以半開放的方式，由訪談者擬出訪

談大綱，但是受訪教師可以有相當彈性地針對特定的內容釐清

概念。訪談時間每位大約為兩個小時。 

本研究採取質化研究法及分析法來分析資料。訪談後將訪

談內容整理出六百頁的逐字稿。首先先由透過編碼（coding），

找出與教學相關的分類（categories），再由相關的分類中尋出模

式（patterns），之後再由模式中尋找解釋（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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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訪談教師所屬領域（學院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老師  電機學院 

B 老師  法學院 

C 老師  醫學院 

D 老師  農學院 

E 老師  理學院 

F 老師  管理學院 

 

（二）分析架構 

根據Saroyan和Amundsen的教學評估模式 9，教學可以看成

是三個因素和教學環境互動的結果：理念（beliefs）、知識

（knowledge）和行為（action）。理念是指教師對於教學所持的

信念，包括大學教育的目的、教授所應扮演的角色、學生的責

任、以及系所的責任等，這些信念會影響大學教師認為自己所

需具備的知識。例如有人可能會認為大學教師的角色應該是一

                                                 
 
9 A. Saroyan and C. Amundsen, “Evaluating University Teaching: Time to Take 

Stock,” Assessment &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26:4 (2001), pp. 
34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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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專家知識的傳授者，那作為一位教師就應該具備豐富的專家

知識。這些信念亦可能影響一位老師的行動，例如，一位相信

教授應該是傳授專家知識的人，在面對學生不同意見時，可能

就會很清楚地糾正學生錯誤的答案。就算是他曾經學過辯論法

或角色扮演等教學法，他也不會將所學到之有關這方面的知識

用出來，因為他的理念並不支持這樣的知識與應用。但是在某

些教學環境下，例如很小的班級裡，這位教師還是可能利用討

論法；因為小班中人員的熟識度以及便利的溝通管道容易促進

討論。因此，以下的資料分析，便是依照理念、知識、行動、

以及教學環境來討論教師教學的個案，並加以綜合分析。 

四、結果與討論 

（一）教育理念與哲學 

接受訪談的六位老師對教學各有一套自己的見解，所抱持

的教育哲學也略有不同，各個老師抱持的教育哲學會反映在他

們的教學上，影響他們對自己教學者角色的認知與期待，也影

響他們的教學策略、發訪以及與學生互動的方式和頻率。 

教授計算機概論（包含原理的知識傳達與寫程式的技能培

養）的電機系 A 老師認為，在教學角色上，教師應扮演積極介

入的引導角色，由教師來決定學生的學習內容，課堂講授是整

個教學活動中最重要的事，一些需要培養學生動作技能的課

程，如寫程式，則還需要配合家庭作業，讓學生有實做的機會

以培養相關能力。A 老師認為教師進行教學的時候，應該讓學

生在課程一開始就知道整個學習的過程和學習目標，應該給還



大學教師教學目的與策略 71 

 

是新手的學生適當的學習鷹架：「我另外一個就是教比較有深度

的網路導論，這個課是大學部的必修課，因為有些同學他們的

觀念不清楚，他們看都知道，但每次講出來不一定都對，這個

原因在哪裡？他們把所有觀念搞在一起，這個就是很嚴重的

事，因為我們在第一堂課都會先想辦法讓他們試著有一個 whole 
picture，會告訴他們我們會先講這塊，接著再講第二個，然後告

訴他們怎麼拼在一起，components 都有了，再告訴他一個架構

以知道怎麼下去，我在想應該所有老師都這樣子」（A 老師），

讓學生了解該學科內容的全貌，在實務上的應用和未來的發

展，引起學生的興趣和動機，然後由淺入深一步步引導學生學

習。原理原則清楚講述，給學生適當的心理建設，讓學生覺得

學習是有趣而且不困難的：「最重要的呢，是老師上課，上課講

得讓他們，嗯！第一，講得讓他們明白；第二，讓他們會覺得

這是個很有趣的課程，那他們也不會覺得這是很難的，然後幫

助他們一步步的學下去，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A 老師） 

教授行政法、土地法、公平交易法等科目（包含法條內容

與應用案例的知識性傳達）的法律系 B 老師認為法學課程是觀

念整合性的課程，必須等學生學習到完整的概念，才具備以多

面向分析法律個案的能力，上課的用意在啟發學生思考，讓學

生反思自己的認知、教科書裡以及老師講述的有什麼不同，當

發生認知上的衝突之後，老師會協助學生自己找出答案。B 老

師認為只有經過這樣衝突協調的過程，學生才能內化所學的知

識，這也是認知心理學強調的重要學習歷程。B 老師非常強調

這個建構的訓練，認為如果只是把法條背起來或上課抄筆記，

實際上沒有達到學習的目的：「我們要求同學就是說，上課之前

先看一本書做準備，上課的時候聽老師講解，看看跟書上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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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有沒有不一致的地方，然後如果不一致的話你會產生、提出

一些問題，可是到底甲說的比較對，還是乙說的比較對，你就

會去思考，然後這個思考如果你自己沒有辦法澄清的話，就提

出問題，那會形成答案，甚至你在看課堂演習、下課以後再看

第二本書或第三本書，去尋求同一個問題的答案在哪裡，經過

這樣的反覆之後，這問題自然而然就，你找到問題解答之後，

這就變成了你自己的一個知識，需要這樣的訓練，我們這樣訓

練？如果同學沒有這樣的訓練的話，上課抄筆記，老師講的就

是筆記，這樣不是學，這樣是背誦……。」（B 老師）。 

教授公共衛生與衛生教育的 C 老師，教授科目的特性與法

律類似，都是整合性的學門，除了知識性的學科內容傳達外，

教學生如何實際運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 C 老師認為一個好

老師應該隨時掌握社會脈動、學科領域的應用趨勢與研究發

展，除了讓學生更有興趣之外，也能引領學生做通盤的了解。

此外，教師還要能夠接受學生的質疑與挑戰，C 老師認為教學

並不只是教師在台上講述，單方面盡到義務而不顧學生是否吸

收，應該要兼顧學生的反應，因此 C 老師將與學生互動視為教

學上重要的一環。 

和 B 老師相同，D 老師也認為好的教學應該能幫助學生建

構自己的知識，學生要不怕犯錯，錯誤經過修正，學生反思之

後學到的知識才是自己的。在課堂教學上 D 老師和 C 老師相

同，認為教學是教師和學生雙方面的事情，學習不是學生單方

面的責任，如果教師自認表達得很清楚，但學生的學習成就不

佳，這樣的教學就需要修正（教師需要經常依學生的反應來修

正自己的教學）。此外，D 老師認為抓住學生的心是教學中最重

要的事：「我比較重視的是怎樣去抓住學生的心，因為他有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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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會學得好，所以我一直努力的方向是這一點」。D 老師所謂抓

住學生的心和 A 老師認為要引起學生動機是類似的想法，也就

是要激發學生內在對該學科的興趣，唯有本身有興趣引發的主

動學習，學習成效才會好。E 老師也認為教學，尤其是教入門

的學科（如導論或概論），要讓學生覺得這個學科不死板，是有

趣的，然後在整個學習的過程中能夠有收穫，老師認為只要大

多數的人能夠理解大多數的內容，就已經達到教學目的了。 

總體而論，基本上每個老師對教學的中心思想大同小異，

例如教師應該具備所教授的學科上全方位的專業（包含學科內

容、業界發展或應用、目前研究領域的發展等），所有受訪教師

都具備此專業，老師們都認為一個好的教學者必須與學生有良

好的互動，而非單方面講授而不管學生吸收與否，因此老師應

該和學生持續互動以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進而協助學生有最

好的學習成效。同時教師應該具有隨時調整自身教學的能力，

這些信念會由於教師本身授課學門的不同和教師個人特質影

響，產生出不同的教學操作。有的老師在這方面比較積極，會

想辦法引起學生動機，常用的方式是將學科內容與業界發展做

關聯，讓學生清楚知道將來的應用。 

（二）教師所應具備的知識：課程準備與發展 

對所要教的內容和學生背景有一定的看法之後，教師備課

的第一步幾乎都是決定合適的教材，教師在備課的過程中會利

用網路蒐集相關資訊或素材，如蒐集圖片或參考國外相關課程

的課程大綱等：「網路上是有一些圖片、有一些可以幫助同學了

解的東西，我會把它放進我的教材裡面。」（D 老師），也有一

些素材的來源是老師自身的經驗，如 F 老師本身是臺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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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顧問，因此有一些經驗會和學生分享：「臺北市政府請我去當

他們的顧問，看他們的案子，如果有人有冤屈要申訴，要去評

論看官員對還是民眾對，而有了經驗上課才會有趣」。（F 老師） 

對老師來說課程有兩種，一種是有教科書的，這種課程備

課過程通常是先選定一本適合學生的教科書（D 老師、A 老師、

B 老師、E 老師）：「當然一開始我會先選書啦，選了書以後我

會根據這個書先訂定課程目標。就是說，比如說這個學期總共

有多少週，比如說上學期有 18 週，嗯……17 週、18 週，那我

大概可以講個 17 章、18 章這樣子，大概是設定這樣子的目標」

（E 老師），在教師的教學經驗中，一些常開設的課程通常內容

大致都約定俗成且有比較好用的：「教科書通常一些常開設的科

目都有幾本比較好用的書」（B 老師），選擇教科書的標準是教

科書內容是否完整（內容好不好），是否常更新，難易度是否在

學生可接受的範圍內等。 

另一種課程是沒有教科書的，通常是因為學科內容是整合

性的，或是比較冷門的課程，這時候就比較難找到適用的教科

書，雖然可以使用網路查到國外的教科書，但因為時空背景不

同，只能當做參考：「沒有一本教科書可以完全滿足你的需求；

出版的時候呢，它是從前面的知識累積下來的，所以它不可能

完全去符合你的需求……像應用學門，應用學門的科目，為什麼

叫做應用，應用的意思就是說，你要非常機動性的跑去看現在

的社會需要什麼東西，然後放進你的材料裡」（C 老師）。 

沒有教科書的課程教師備課比較困難。應用性課程或研究

所課程較常有這種狀況，這時老師就會自行組合設計教材，研

究所課程通常會列出幾本書當作參考書目，另外指定閱讀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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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論文，應用性課程教師需要尋找補充教材，平常看書及或

期刊文章，注意社會脈動，從大眾媒體（報紙、雜誌、電視和

網路等）或一些非營利組織尋找合適的素材來組合成教材。 

除了主要的教材，教師通常也會自行或請別人協助蒐集一

些課程補充資料，作為學生的延伸閱讀或在課堂上使用來輔助

教學：「我們用了很多輔助的教材喔，包括我剛講的錄影帶，除

了錄影帶有 CD，然後有這個什麼……就是……網站上的一些動

畫，然後有參考書目，有很多這個不同的輔助的東西。」（E 老

師），「我會請傳播公司去替我蒐集酒的廣告，他會蒐集在一年

內在那些電子公司，他可能蒐集譬如說三十則的酒類廣告，然

後他 charge 我多少錢這樣子，然後我就把它弄在一個光碟片裡

面，然後就在課堂上放說，你看我們這個廣告顯現出怎麼樣的

訊息等等之類的；去想些點子去做反廣告，所以他們就會開始

思考，如果我要做反廣告我要怎樣做」。 

備課上比較困難的除了有些課程沒有制式的教科書之外，

還要隨時注意外界環境的發展，機動性地蒐集資料更新自己的

教學，這會花費教師很多心力，有一些甚至是網路搜尋無法得

到的，像法令更新的緣由：「有時候需要教專家新的法令一出

來，有時候我可以要去找出來為什麼法令要這麼改，那這種東

西有時候網路上找不到，要要問一些專家，所以有時候必須要

去問些財政部的官員。」（F 老師） 

（三）行動：教師授課方式 

每個教師的教學方式會受到他們各自抱持的教育哲學很大

的影響，例如 D 老師抱持的教育哲學是，如果學生的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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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學習效果會比較好，因此在教學上，由於通識課程和必

修課程不同，是學生自願選擇參加的，因此 D 老師使用加退選

前強調課程要求嚴格，以及加退選前便要求學生繳交報告的方

式，篩選學習動機較強的學生；加上通識課程的性質是培養學

生具有全人的觀點，不像專業課程學生必須達到一定的學習成

就，因此讓學生選擇其感興趣的內容進行研究發展，不特別侷

限他們學習的主題和方向，評量方式也較不嚴格。 

1. 上課進行的方式 

受訪教師的教學方式，針對課程內容、授課對象及自身情

形各有一些不同的設計，但歸納起來整個過程大概是在學期一

開始的時候給學生課程大綱，介紹整個學期的課程安排和課程

要求，之後就按照課程安排上課，課程以講授為主（通常是老

師講，但有的課程設計也會要求學生上台導讀課程內容，此時

教師扮演輔助及補充和導正的角色，如 B 老師和 E 老師）。 

除了講述之外，應用性的課程，如 C 老師、F 老師和 B 老

師，都會安排一些有實務經驗的校外人士到班級上演講或帶同

學進行校外參訪。另外，B 老師也設計過角色扮演（模擬法庭）

的教學方式，B 老師認為實例研討、專題討論對學生的幫助很

大，學習效果很好，但一定要小班操作，學生充分參予討論才

可以，而且學生一定要有足夠的先備知識，老師也必須適時扮

演導正的角色（例如進行模擬法庭的時候），因為學生對法的概

念還沒完全，有時候會發生強詞奪理的狀況，當學生的觀念發

生偏差的時候老師就必須適時導正。就如 B 老師一直抱持的理

念，學生必須將課本裡的東西經過反思，變成自己的語言和邏

輯表達出來，才是學到東西，實例研討和專題討論或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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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提供學生辨正和反思的機會。 

課堂上與學生互動方面，受訪老師們覺得與學生互動、詢

問學生對授課的接受度可以拉近老師與學生的關係。老師們普

遍覺得學生不會主動發問，雖然老師鼓勵，但學生發問的通常

局限於某幾個學生，有一些學生喜歡下課問問題，如果問的問

題有一定的深度或老師認為重要的，會在上課時一併講解給全

班同學聽。有些老師覺得班上如果有一些人學習動機比較薄

弱，則會影響到整個班級的學習風氣。 

2. 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方式分析 

學生的學習成就評量主要來自考試和作業，以及平上課反

應和專題及報告的表現，由於訪談時討論較多的是作業和考

試，因此以下分作業和考試兩部分來分析： 

（1）作業 

所有老師都在課堂上設計有作業，作業的目的主要是讓老

師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還有提供學生練習的機會，例如寫程

式或二維條碼報稅，A 老師認為大學不同於高中和補習班，大

學課堂應該教學生觀念，練習透過作業讓學生課後自行進行「我

們只教觀念，要操作回家寫作業就可以，有問題問助教，我覺

得最重要是觀念」（A 老師）。C 老師和 D 老師都方常重視學生

的作業，D 老師認為作業和考試不同，作業主要不是評量學生

的學習成就，而是要幫助學生澄清學習上的盲點，因為考名詞

解釋學生都很會背，但透過作業用比較活的題目，可以看出學

生觀念上的迷思，老師再透過改作業的方式，幫助學生澄清概

念，這對學生很有幫助。D 老師同時也努力教育學生寫作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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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錯，盡量把自己的概念表達出來，因為表達出盲點，老師

幫忙導正，學生就學到了。「學生有些觀念，我也跟他們強調，

報告跟考試不一樣，你看我改的整篇紅字，那分數可能比較高，

為什麼呢？因為你學到了，你把你的錯誤觀念呈現出來，我告

訴你正確的觀念，你就學到了，所以這跟考試的時候是你答對

了才有分，你錯了就沒分不一樣，在這裡你越把他錯出來，你

越去思考越想要寫，你就很可能會有一些錯誤觀念就暴露出

來，你就可以改進」（D 老師）。 

C 老師則是認為作業是瞭解學生學習狀況的非常重要的工

具，因為作業可以很明顯看出學生的學習狀況：「我很重視作

業；他們交過來的那種作業，一看就知道他有沒有學到東西，

那個是最明顯的事情」（C 老師），而且作業可以有各種形式（多

元評量），不像紙筆考試只能用制式的方法測驗學生的學習成

就。 

（2）考試 

受訪所教授老師大學部的課程通常有期中考、期末考或兩

者皆有，D 老師認為合理的評鑑方式應該是先測驗學生本身具

備的知識能力，經過學習後再測一次，這中間的差距才是學生

真正的學習成就，但目前礙於評量工具，只能用考試來測驗學

生的學習成就。在考試佔評量的比重和難易上，D 老師會依課

程性質的不同和教師本身的教育哲學做調整，如 E 老師傾向讓

學生作業深入，但考試只求學生具備基礎概念即可，考試成績

佔學期成績的分數比重較低，而有些老師測驗的題目就又多又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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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題方式上，每個老師各有不同的方法，A 老師認為要出

一份有鑑別度的考卷是教學上比較困難的部分，為了保險起

見，考相同概念的題目每部分都出兩題，D 老師則會先拿去年

的題目，請自己的學生（分佈在各系）大約二十個人先做前測，

然後再調整出題方向。F 老師則會將補充資料當作出題參考，

給學生外在動機去閱讀老師補充的參考資料。B 老師會參考國

家考試的出題類型，培養學生答題的習慣，以利學生日後參加

國家考試。 

大部分老師都會針對考卷給學生回饋，D 老師會在個別學

生的考卷上糾正學生的觀念，F 老師會在考卷上寫鼓勵學生的

話，B 老師會將分數高的考卷在網路上分享給學生，讓學生知

道怎樣的回答才完備，才能拿高分。而這些方式，也反映個別

教師利用考試來促進學生的學習的想法。 

由上可見，教師的教學哲學，也就是教學的信念與理念，

深深影響著教師對課程的設計、對教材的選擇、課程的安排與

進行、以及評量的方式與回饋。因此一個高等教育機構，能否

為大學教師營造一個對教學的討論與反思的教學環境，將影響

其教師教學信念的發展以及教學策略的改變。 

五、結論 

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育國家重要的菁英，是國家的發展的

基石。回顧古今，可發現大學教師所扮演的角色其實具有多重

的意義。但是在現代社會的工作契約結合下，大學教師與學生

的互動逐漸由繁轉簡，過去如父如親般的關係已逐漸式微。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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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此研究的訪談當中，仍然發現教學是一件非常複雜的工

作。因此在高等教育機構中，如何重視以及協助教師的教學，

應是改善教學品質的關鍵。以下將就教學評鑑以及教學支援兩

方面來做建議。 

（一）教學評鑑 

常見的教學評鑑型式為學生期末評分。雖然有許多學者認

為學生評分對於評量教師的教學成效有其信度與效度，10但是也

有研究發現這些資訊很少被用來改善教學。11Murray發現，如果

把學生的評分調查，跟同儕或專家教授的教學指導與回饋結合

起來，則教師的教學改善可達到較顯著的效益。 

本研究中的許多位教師也提到，他們不太信賴期末學生課

堂評鑑的結果。而且在他們規劃設計課程時，所倚賴的是過去

的整個教學經驗，以及與學生多年互動的結果。教學評鑑可以

給老師做參考，但是無法呈現教師教學成效的複雜度。 

另外，教科書的寫作並沒有被歸在教學評鑑中。研究中許

多老師指出，優良的教科書對於教師的教學極為重要，但是因

為國內研究環境下，教科書的寫作未被鼓勵，因此許多教師在

教學時，常發現教科書的內容或太舊無法使用。需要老師花很

                                                 
 
10 參見 H. W. March and L. A. Roche, “Making Students’ Evaluation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Effective,” American Psychologiest, 52:11 (1997), pp. 
1187-1197；McKeachie, W. J., “Student Ratings,” American Psychologiest, 
52:11 (1997), pp. 1218-1225。 

11 參見 H. G. Murray, “Does Evaluation of Teaching Lead to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Academic Development, 2:1 (1997), pp. 
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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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間蒐集最新資料及教材內容。雖然國外的教科書可從網上取

得，但由於其內容與臺灣地緣過遠，較不能反應本地議題及情

況，或者有明顯的文化差異，故僅供參考。所以教科書的不敷

需要直接反應了我國對於高等教育的教學的重視不足。 

（二）教學支援環境 

教學支援環境，包括了硬體及軟體的支援。有許多教師提

到教學媒體的使用。例如黑板、投影片、簡報軟體、影片及網

站。影片及網站資料等，常被用來補充課程內容。但是也有老

師指出技術或資源的不足，使得媒體的使用花費許多時間，或

是遭遇重重挫折。許多國外的知名大學，都具有教學資源發展

中心，負責協助教師利用媒體教學。臺灣大學近年來新興附屬

於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的教育科技小組，就具有這樣一個任

務。隨著教學科技的快速發展，以及網路對於教學與學習所帶

來的變化，高等教育機構更應該密切注意科技發展對高等教育

帶來的衝擊。12 

教學環境的支援，除了硬體之外，更重要的可能是對教學

的檢討與反思環境的營造。在本研究中，許多老師採用的學生

評量方式都不脫離期中期末考，大班的教學環境也有可能使得

老師們認為多元評量負擔太重，但是也有可能老師們在多元評

量方式的理解上亦有所不足。這些評量方式需要如何操作，適

用於何種課程，都需要教師在教學的專業知識上，再上一層樓。

                                                 
 
12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paring for the 

Revolu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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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都是大學應主動提供給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支援，可藉由

教學資源與教學專業發展研習或訓練來達成。 

總之，對於教學的內容的理解，有助於我們對於教學的內

涵的認識，並有助於設計能促進教學品質的措施，進而提昇學

生的學習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