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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近年來，臺灣教育人事評鑑議題自教師評鑑是否入法而受到廣泛討
論。相對而言，校長評鑑在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早已明列應對校長
辦學績效進行評鑑，並作為校長遴選依據。只是多數縣市政府多以
校務評鑑取代之。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自2003年開始試辦校長評鑑
，已有近百所學校參與此一試辦計畫。為了解新北市試辦校長評鑑
情形，本研究擬以後設評鑑視角，隨著校長評鑑的辦理，收集相關
資料及利害關係人的意見，以確認此一評鑑辦理的適切性、有效性
、可行性及精確性，提供新北市政府持續辦理校長評鑑之參考。
中 文 關 鍵 詞 ： 校長評鑑；後設評鑑；人事評鑑
英 文 摘 要 ： In recent years, the issue of Taiwan‘s personnel
evaluation in education was widely discussed after the
discussion of whether teacher evaluation is to be put into
law. Comparatively speaking, principal evaluation has
already been explicitly stipulated in the Enforcement Rules
of the Prim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 Act, of which
principals‘ managing performance shall be evaluated as the
basis for principal selection. However, most county and
city governments replace it by school evaluation. In 2003,
the New Taipei City Education Bureau initiated a pilot
program of principal evaluation, and there have been 97
participated school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pilot program of principal evaluation in New Taipei
City, related data and opinions from stakeholders along
with the process of principal evaluation are planned to be
collected in this study by the angle of meta-evaluation, so
as to confirm this evaluation‘s suitability,
effectiveness, feasibility and accuracy and provide them
for the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s reference of
continuously carrying out principal evaluation.
英 文 關 鍵 詞 ： principal evaluation, meta-evaluation, personnel evaluation

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研究Ⅰ
—以新北市校長評鑑為例
摘要
近年來，臺灣教育人事評鑑議題自教師評鑑是否入法而受
到廣泛討論。相對而言，校長評鑑在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早已
明列應對校長辦學績效進行評鑑，並作為校長遴選依據。只是
多數縣市政府多以校務評鑑取代之。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自 2003
年開始試辦校長評鑑，已有近百所學校參與此一試辦計畫。為
了解新北市試辦校長評鑑情形，本研究擬以後設評鑑視角，隨
著校長評鑑的辦理，收集相關資料及利害關係人的意見，以確
認此一評鑑辦理的適切性、有效性、可行性及精確性，提供新
北市政府持續辦理校長評鑑之參考。
關鍵字：校長評鑑；後設評鑑；人事評鑑

The Study on Meta-Evaluation of Principal Evaluation

Ⅱ

: A Case of Principal Evaluation in New Taipei Cit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ssue of Taiwan's personnel evaluation in education was
widely discussed after the discussion of whether teacher evaluation is to be put
into law. Comparatively speaking, principal evaluation has already been explicitly
stipulated in the Enforcement Rules of the Prim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 Act, of
which principals' managing performance shall be evaluated as the basis for
principal selection. However, most county and city governments replace it by
school evaluation. In 2003, the New Taipei City Education Bureau initiated a pilot
program of principal evaluation, and there have been 97 participated school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pilot program of principal evaluation in
New Taipei City, related data and opinions from stakeholders along with the
process of principal evaluation are planned to be collected in this study by the
angle of meta‐evaluation, so as to confirm this evaluation's suitability,
effectiveness, feasibility and accuracy and provide them for the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s reference of continuously carrying out principal evaluation.
Keywords: principal evaluation, meta‐evaluation, personnel evaluation

I

壹、研究背景
本研究之研究背景依研究動機、目的及重要性分列如下：

一、研究動機
(一)後設評鑑的重要性
自1960年代以後，由於教育大量擴增、國家競爭力的要求、教育資源的
短絀、教育的市場選擇導向、合法性的補償需求、及對公立學校辦學績效的
質疑等因素而使得教育評鑑蓬勃發展，並逐漸為教育學者與社會大眾所重視
(郭昭佑，2007；Parsons, 2002)。惟各項評鑑不斷出現在教育現場，評鑑是
否真有其效用，能否精確反映現場的「真實」？達成評鑑之目的？後設評鑑
（meta-evaluation）的需求因應而生。
自Scriven於1969年提出後設評鑑的用語並應用於一份針對評鑑教育成
果所擬定的評鑑計畫後，後設評鑑逐漸成為確保評鑑品質的重要工具之一
（Stufflebeam & Shinkfield,2007）。後設評鑑係指對於評鑑工作所再施以
的評鑑，即是把原先的評鑑稱之為原級評鑑（primary evaluation），而後設
評鑑是相對於原級評鑑的次級評鑑（secondary evaluation）
，是一種對於評
鑑再評鑑的評鑑模式（Cooksy& Caracelli,2005）。Patton(2012)即認為後設
評鑑係對一個評鑑的優勢、劣勢、和經驗教訓的評估，改善評鑑作為與影響。
雖然後設評鑑發展得較晚，但越來越受到重視。目前後設評鑑的概念被
認為是一種提高內部和外部品質評估的品質和效能的方法（Sinjindawong,
Lawthong, & Kanjanawasee, 2011）。由此可知，如果評鑑像另一雙眼睛提供
更周延的不同視角，讓教育有機會更臻完善。那麼，後設評鑑亦同，在讓評
鑑作為更有品質之際，同時也間接關照受到該評鑑影響的教育現場，讓一次
又一次的評鑑更貼近其應有的樣貌，更具價值。

(二)人事評鑑議題的敏感性
在教育現場中，評鑑的對象可能是組織、人事或方案。人事評鑑可強化
組織和人員間的績效要求，其功能包括確定專業人員作出專業知能的表現、
安排人員的專業技能發展方向及人事安排的決定、提供完整的人力組織和管
理之制度及提升士氣並增加人員工作的績效(蘇錦麗、黃曙東，2007；
Stufflebeam& Shinkfield,2007)。
然而，相對於組織評鑑或方案評鑑而言，人事評鑑直指「人」本身的敏
感性常讓評鑑的實施顯得更為複雜。依美國教育評鑑標準聯合委員會（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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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on Standards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JCSEE）所出版的「方
案評鑑標準」
（the program evaluation standards）包括效用性標準（utility
standards）
、可行性標準（feasibility standards）
、適切性標準（propriety
standards ） 精 確 性 標 準 （ accuracy standards ） 及 評 鑑 績 效 責 任 標 準
（evaluation accountability standards）計五類三十項標準。但在「人事
評鑑標準」(personnel evaluation standards)上，目前仍為適切性、效用
性、可行性、和精確性四類二十七項標準(JCSEE,2011)。與方案評鑑標準相
較，除尚未將績效責任標準獨立列出，適切性的序位移至第一順位，可見人
事評鑑方案評鑑最大的不同在於評鑑標的為「人」
，因此更多的安全與倫理需
求是必須考量的因素。
近來台灣教師評鑑入法議題受到相當的重視，人事評鑑的敏感度再次備
受討論。而校長評鑑早已在國民教育法上規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對校長辦
學績效進行評鑑以為校長遴選依據，但因對象直指校長本身，著眼於人事評
鑑的敏感性，絕大多數縣市仍以校務評鑑取替。由此可知，人事評鑑有著更
多需要考量的面向，在人事評鑑的實踐過程也更需要後設評鑑的導引與校正。

(三)新北市校長評鑑的試辦與參與
教育部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至今已八年，近來在教師法修法中有關教
師評鑑是否入法備受討論之際，曾有教師提出校長是否亦應接受評鑑的質
疑，而新北市中小學校長協會亦表達認同評鑑以確保教育品質的立場，讓新
北市校長評鑑的試辦獲得初步的支持。
相對於校務評鑑而言，校長評鑑更能釐清校長辦學的權責，肯定與激勵
校長士氣。國民教育法雖規範應對校長進行辦學績效評鑑作為是否繼續遴聘
的依據，但除了績效責任外，校長的辦學專業成長需求是另一個重要的考量。
因此，新北市教育局決定以「校長評鑑」而非「校長辦學績效評鑑」進
行試辦，於2002年底委託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進行校長評鑑的規劃與試辦
計畫，並於2003年開始進行試評。研究者適巧有機會參與此一試辦，擔任計
畫之協同主持工作，親身經歷此一重要的人事評鑑過程，亦對其間所延伸的
議題或相關討論產生興趣，希望藉由後設評鑑從另一個視角看待此一校長評
鑑的試評計畫，透過後設評鑑標準的建構及形成性、總結性後設評鑑的實施，
以提供更週延的專業意見，導引校長評鑑的正向發展，確保校長評鑑試辦的
品質。
而在第一年的研究過程中，不時有校長評鑑與校務評鑑整合的期待與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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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本研究亦期望在第二年的研究中，一併探究校長評鑑與校務評鑑整合的
可行方案。

二、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為：
1.建構新北市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的標準。
2.經由參與校長評鑑，實施形成性後設評鑑，提供校長評鑑試辦中的形成性
相關意見。
3.實施總結性後設評鑑，建立校長評鑑實施的成效基礎，提供新北市教育局
持續推展校長評鑑之參考。
4.探究校長評鑑與校務評鑑整合的可行方案。

貳、國內外相關研究與文獻探討
一、校長評鑑的基本概念
(一)校長評鑑的意涵
校長評鑑在英美等先進國家多起於1970至1980年代之績效責任運動，當
時學校教育被認為無法滿足家長對於其子女的成就表現期望，因而要求學校
負責，而校長的能力被視為學校效能表現的重要原因，因此開始了一連串的
校長評鑑發展，目的是為了確認學校是否達成教育目標，其後，校長的角色
雖越來越多元且轉變越來越大，但加諸於校長的辦學責任卻未曾稍減
(Glasman& Heck,1996；Hewton & West,1992)。一般多認同校長評鑑在學校
整體改善策略中扮演重要的角色(Kimball & Pautsch,2008)；許多研究亦認
同校長評鑑確能有效提升校長領導知能(Smith,Munter& Katterfield,2008;
Sun & Youngs,2009)。
對於校長評鑑的定義有許多不同的重點。功績(merit)及價值(value)的
判斷是定義的核心。美國中小學校長協會認為校長評鑑是反映校長學複雜性
的 制 度 ， 並 對 校 長 領 導 能 力 、 敏 銳 洞 察 力 與 經 驗 進 行 判 斷 （ National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Principals

[NASSP]

&

National

Association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NAESP], 2012）
。Guskey（2000）
認為評鑑之目的是確定事物之價值，且評鑑的過程牽涉到標準的決定、標準
的關聯性及重要性、資訊的蒐集等，最後運用標準來確定價值。吳清山（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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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校長評鑑定義為對於校長的表現進行判斷，以了解校長表現的優劣和提供
校長改進缺失的過程。張德銳（1999）認為校長評鑑是對校長表現做價值判
斷和決定的歷程，其步驟為根據校長表現的規準，蒐集一切有關訊息，以了
解校長表現的優劣得失及其原因，進而協助校長改進其服務品質或做為行政
決定的依據。
有些定義則重視校長的專業發展。美國南卡羅萊州的校長評鑑係藉由以
評鑑標準為基礎的校長專業發展計畫、學校經營計畫，以改善校長的表現
（South Carolin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2）。美國密蘇里州中小學
教育當局則將校長評鑑定義為促進校長在學校實務方面的成長，以增進學生
表現的系統（Missouri Department of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2012）。有些定義則更偏重績效責任表現。張榮輝、周仁尹與李文旗（2012）
即強調校長績效，認為校長評鑑是以適當的評鑑工具評估校長的辦學績效，
依校長的角色與學校發展目標，考量環境因素，設定評價的標準，運用科學
技術，正確地蒐集與分析資料，以客觀地判斷校長在學校經營上展現的價值
與績效的歷程。謝秀娟（2008）則融合績效與成長概念，將校長評鑑定義為
依據審慎訂定的規準，對校長之績效表現做成價值判斷，以為行政上決定校
長任用、獎懲之依據，並據以協助校長在專業成長上予以再強化、再增能、
再評估的循環過程。
綜合上述，校長評鑑為收集校長表現相關資料，依據標準進行價值判斷
之歷程，評鑑結果除證明辦學績效以作為行政決定依據，同時協助校長改善
其服務品質。究此，校長評鑑目的可化約為二：一為發展改進目的，藉由評
鑑發現校長表現之優劣得失及其原因，提供校長適當的改進建議，促進其專
業發展；另一為績效責任目的，藉以證明校長績效，確認其擔任校長職務所
應盡之責任，其用途多為遴選、續聘校長之參考。

(二)校長角色與評鑑標準
校長角色除了在時代變革下需進行不同的角色定位外，在不同國家及區
域亦有不同的要求。台灣100學年度教育部校長領導卓越獎之指標包含教育理
念、經營策略、理念實踐、校園氣氛與發展特色（教育部，2011）
。英國教育
與技術部於2004年頒布的《國家校長標準》，包含六項關鍵領域： 型塑未來
（shaping the future）
、引導教與學（leading learning and teaching）、
發展自我及與人共事（developing self and working with others）、組織
管 理 （ managing the organization ）、 確 保 績 效 責 任 （ securing
accountability）
、強化社區關係（strengthening community）
，藉此引導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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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之遴選及表現管理，並做為校長專業發展架構（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2004）。
美國麻薩諸塞州2010年發布「校長、視導與領導者角色之政策標準」
（ Policy Standards for Principals, Superintendents, and Other
Leadership Roles）即訂出校長的標準為學習與教學、管理與實務、家長社
區 夥 伴 關 係 、 道 德 與 反 思 的 領 導 能 力 （ Massachusett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10）
。愛荷華州則訂有學校領導標準，包含共享願景、學習文化、
組織管理、家長社區關係、道德操守、理解社會背景（Iow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7）。美國跨州學校領導者證照聯合會的教育領導政策標準則
含括：(1)建立廣泛分享的學習願景、(2)發展利於學生學習與教職員專業成
長的學校文化與教學方案、(3)確保組織運作與資源的有效管理，以營造安
全、有效率、有效能的學習環境、(4)與社區合作，以回應其需求並妥善運用
其資源、(5)遵守誠信、公平與道德原則，及(6)了解、回應並影響政治、社
會 與 文 化 脈 絡 計 六 項 標 準 （ Interstate School Leaders Licensure
Consortium,2008）。
不同的校長角色界定，在評鑑標準的設定上自然不同。美國中小學校長
協會即主張校長評鑑系統應包含六項重要領域：專業成長與學習
（professional growth and learning）
、學生學習成就（student growth and
achievement）、校務發展計畫（school planning and progress）、學校文化
與專業（school culture and professional）、教學領導與品質（qualities
and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利害關係人的支持與參與（stakeholder
support and engagement）（NASSP & NAESP, 2012）。美國華盛頓校長協會之
校 長 評 鑑 標 準 為 塑 造 學 校 文 化 （ creating a culture ）、 確 保 校 園 安 全
（ensuring school safety）、資料本位計畫（planning with data）、重整
課程（aligning curriculum）、改善教學（improving instruction）、管理
資源（management resource）、社區參與（engaging communities）、縮小成
就 差 距 （ closing the gap ）（ Association of Washington School
Principals,2010）。
密蘇里州中小學教育當局的校長評鑑標準為願景、任務與目標（vision,
mission and goals）、教學與學習（teaching and learning）、組織系統的
管理（management of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s）、與家長及利害關係人
之合作（collaboration with families and stakeholders）、道德操守與誠
信 （ ethics and integrity ）、 專 業 發 展 （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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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ouri Department of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2012）
；
南卡羅萊納州的校長評鑑標準為願景（vision）、教學領導（instructional
leadership）、績效管理（effective Management）、學校氣氛（climate）、
學 校 社 區 關 係 （ school-community relations ）、 道 德 行 為 （ ethical
behavior）、人際關係技巧（interpersonal skills）、成員發展（staff
development）、校長專業發展（principal’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outh Carolin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0）。
由此可知，校長評鑑的標準除反映當代校長角色、任務或能力需求外，
各區域不同教育情境、各主管教育當局的不同考量或政策導向，也都是校長
評鑑向度的重要影響因素；尤其，除了擔任校長角色所需扮演的領導行為、
校務發展、資源管理、課程教學、學生學習、績效管理、學校文化、家長社
區關係等屬於學校領域的評鑑標準外，有許多校長評鑑標準係屬於校長個人
領域部分，如道德行為、專業發展與學習等，這也顯示出校長評鑑與學校評
鑑間，及人事評鑑與組織評鑑間的重大差異。

(三)校長評鑑的相關概念
台灣國民中小學校長之任用，自1999年《國民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公
布後，已由派任制改為任用制。《國民教育法》第九條之三規定：「依第九條
第三項至第五項組織遴選委員會之機關、師範校院及設有教育院（系）之大
學，應就所屬國民小學、國民中學校長辦學績效予以評鑑，以為應否繼續遴
聘之依據。」由此可知，台灣在校長辦學績效評鑑上於法有據。然各縣市辦
理校長辦學績效評鑑的情形不一，曾經辦理校長辦學績效評鑑計畫的縣市包
括宜蘭縣、苗栗縣、臺中市、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等，多數縣市多以校
長年度成績考核，輔以校務評鑑取代之。
由此可知，在台灣有關校長評鑑的法源上主要是校長辦學績效評鑑，而
在多數縣市的實踐上多以「校務評鑑」代替。校長評鑑、校長辦學績效評鑑
及校務評鑑雖在概念上頗有重疊性，但在內涵上仍有區隔(湯志民、陳木金、
郭昭佑、朱佳如，2012)。
校長辦學績效評鑑與校長評鑑不同之處在於：(1)內容範圍不同：校長辦
學績效評鑑僅針對校長辦學績效部分進行評鑑，而校長評鑑除了針對校長辦
學績效之外，亦評鑑校長個人品格、專業素養與責任、專業成長等，故校長
評鑑之範圍大於校長辦學績效評鑑；(2)目的不同：校長辦學績效評鑑重視辦
學績效責任，屬於總結性評鑑目的，而校長評鑑的重點在於辦學績效、專業
發展改進、專業認同感等，兼具總結性與形成性評鑑目的。因此，兩者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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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隸屬之關係。
而校長評鑑與校務評鑑不同點為：(1)對象不同：校務評鑑為組織評鑑，
其對象為學校組織，校長評鑑為人事評鑑，其對象為校長個人；(2)時間範圍
不同：校務評鑑針對學校整體現況進行評鑑，包含從以前到現在的學校績效，
例如：教師教學表現、學生學習表現、師生滿意度、行政人員效能、校長辦
學表現等，並不特別強調個別成員之貢獻度；而校長評鑑則係針對現任校長
任期內所產生的績效進行評鑑，強調校長個人的貢獻度。故二者之關係有交
集，但不互相隸屬。
由此可知，在校長評鑑的目的上，不能僅單一著重於校長的辦學績效，
更應重視其個人品格操守、專業素業與發展，需形成與總結性兼具。且不能
如同校務評鑑僅看待學校現況表現，而需了解校長個人任內表現及貢獻程
度，是屬於人事評鑑，與組織評鑑的範圍相當不同。

二、後設評鑑之基本概念
（一）後設評鑑的意涵
後設評鑑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40年Orata在其〈評鑑評鑑〉（Evaluating
Evaluation）所提出「評鑑的評鑑」（evaluation of evaluation）的概念，
而「後設評鑑」（meta-evaluation）一詞的出現則是在1969年由Michael
Scriven在〈教育成果報告〉（Educational Products Report）中首先提出，
並 應 用 於 一 份 針 對 評 鑑 教 育 成 果 所 擬 定 的 評 鑑 計 畫 上 （ Stufflebeam &
Shinkfield,2007）。
後設評鑑係指對於評鑑工作所再施以的評鑑，即是把原先的評鑑稱之為
原級評鑑，而後設評鑑是相對於原級評鑑的次級評鑑，將原來的評鑑方案放
置於受評者的位置，經過有系統的蒐集資料之評鑑過程，並透過一套標準檢
核，評估原級評鑑的優缺點以及價值，用來協助評鑑者瞭解其所實施的評鑑
工作績效，以針對所施行的原級評鑑進行改進評估，並作為未來評鑑之參考，
簡言之，是一種對於評鑑再評鑑的評鑑模式（Cooksy& Caracelli,2005;
Stufflebeam,2001）。

（二）後設評鑑之邏輯架構
Stufflebeam（2001）認為後設評鑑的邏輯架構可從「後設評鑑的角色功
能」
、「後設評鑑過程的步驟」、
「後設評鑑的對象」三大向度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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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後設評鑑的邏輯架構

在後設評鑑的角色功能上約可區分為兩種類型，其一為形成性後設評
鑑，係指協助評鑑者針對評鑑進行計畫、整合、改善、詮釋及報告等工作，
協助評鑑者改進評鑑的實施或是確保評鑑的正確進行，提高評鑑實施的可行
性，係為「做決定」服務的形成性後設評鑑；其二為總結性後設評鑑，係能
幫助瞭解評鑑的優缺點，為「績效責任」服務，旨在判斷已完成的評鑑活動
之優缺點，以確保評鑑品質、影響和利用，使評鑑者檢視整體評鑑之好壞，
幫助判斷評鑑的價值；除此之外，另有為「評鑑研究」服務的啟發性後設評
鑑，旨在突破學術本位的限制，建立資料多元使用與科技整合的評鑑研究途
徑，解以發現新的評鑑觀點（陳惠鈺，2008；Madzivhandila ,Griffith,
Fleming, & Nesamvuni,2010）。由此可知，後設評鑑除了研究取向外，主要
聚焦在形成性及總結性的後設評鑑類型。在本研究進行過程中，亦將隨著新
北市校長評鑑的時程，進行形成性與總結性之後設評鑑。
其次，在後設評鑑過程的步驟上，Stuff1ebeam認為至少應包括描述資訊
的要件、獲得所需的資訊及應用獲得的資訊三個步驟。更在眾多的後設評鑑
經驗後，提出一個計畫與執行後設評鑑的方法論，包括十一項步驟及十一個
任務(曾淑惠，2012；Stuff1ebeam,2000； 2001；Stufflebeam& Shinkfield,
2007），主要步驟為：
(1) 決定並安排與後設評鑑關係人的互動；
(2) 成立一個符合資格的後設評鑑團隊；
(3) 定義後設評鑑的問題；
(4) 獲取判斷評鑑系統或特定評鑑的標準原則或參考標準；
(5) 協商控管後設評鑑的合約或協商的備忘錄；
(6) 收集並檢視相關的資訊；
(7) 以現場訪談、觀察、調查等方式蒐集所需的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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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析質化與量化的資訊，並依所選的評鑑標準判斷評鑑的特質；
(9) 依據適切的標準原則或參考標準，判斷評鑑所蒐集的證據，準備並提
出所需的報告；
(10) 經由報告、通訊、發表等途徑，傳播後設評鑑的發現；
(11) 在需要且合理的情況下，幫助評鑑委託人及其他的關係人解釋並應
用評鑑的發現。
這樣的實施步驟，除了關切後設評鑑報告產出的流程，同時也重視後設
評鑑結果的傳播與使用，無疑地更切合後設評鑑的精義，為後設評鑑的實施
提供了處理程序的指引。而此一程序亦為本研究在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的重
要實施步驟之參考準據。
而建構後設評鑑的步驟應包含十一項任務(如下圖)：
(1) 後設評鑑團隊至少應包含一位合格的評鑑者；
(2) 確認並安排與評鑑利害關係人進行互動；
(3) 界定後設評鑑的問題；
(4) 達到對標準、原則或指標的共識，以判斷評鑑系統或特定評鑑；
(5) 發布非正式的同意備忘錄，或透過談判達成正式後設評鑑的溝通；
(6) 蒐集並檢視恰當的、有效的資訊；
(7) 蒐集必要的新資訊；
(8) 分析並綜合研究結果；
(9) 判斷評鑑對適當的標準、原則或指標的堅持；
(10) 透過報導、通信、口說演示或其他方式傳達後設評鑑的結果；
(11) 適當幫助受評者與其他利害關係人詮釋並運用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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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任務

1. 決定並安排與後設評鑑關係人的互動

2. 成立一個符合資格的後設評鑑團隊

3.定義後設評鑑的問題

4. 獲取判斷的標準原則或參考標準

5. 協商控管後設評鑑合約或協商備忘錄

6. 蒐集並檢視相關的資訊

7. 以現場訪談、觀察、調查等方式蒐集
新資訊
8. 分析質化與量化的資訊，判斷評鑑的
特質
9. 判斷證據，提出報告

10.傳播後設評鑑的發現

1. 後設評鑑團隊至少
應包含一位合格的
評鑑者
2. 確認並安排與評鑑
利害關係人進行互
動
3. 界定後設評鑑的問
題
4. 達到對標準、原則或
指標的共識，以判斷
評鑑系統或特定評
鑑
5. 發布非正式的同意
備忘錄，或透過談判
達成正式後設評鑑
的溝通
6. 蒐集並檢視恰當
的、有效的資訊
7. 蒐集必要的新資訊
8. 分析並綜合研究結
果
9. 判斷評鑑對適當的
標準、原則或指標的
堅持
10. 透過報導、通信、
口說演示或其他方
式傳達後設評鑑的
結果
11. 適當幫助受評者與
其他利害關係人詮
釋並運用研究結果

11.解釋並應用評鑑的發現
圖2

Stufflebeam 後設評鑑十一項程序和任務

在後設評鑑的對象上，Stufflebeam（2000）認為應該包含下列四項：
(1) 評鑑目標：根據評鑑需求、標準和當事者需求，以確認與評估適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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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目標，決定評鑑所要達成的目標、評鑑所要達成的結果。
(2) 評鑑設計：根據所選定的評鑑目標，選擇適當的評鑑方案，變通設計
和選擇標準，關注設評鑑計的適當性，故如何選定和評估變通是評鑑
工作中評鑑設計重要的一環。
(3) 評鑑過程：在實施評鑑的過程中，會遇到各式各樣的實際問題，而這
些問題或多或少會影響評鑑設計，故確認所選擇的評鑑設計可能會遭
遇到的問題，進而評估評鑑的適當性。
(4) 評鑑結果：涉及評鑑目標、評鑑品質、評鑑利用、評鑑影響及其結果
的相關問題，提出改進的建議或是做出價值的判斷，此為後設評鑑工
作判斷評鑑結果的重點之所在。
上述後設評鑑之角色、步驟與對象，亦為本研究執行的重要參照。當前
評鑑風氣日益興盛，後設評鑑成為讓評鑑更合理、適當與有效的機制，後設
評鑑在相關研究與實務已經逐漸成熟，然而對於校長評鑑的後設評鑑實踐仍
需要要實踐性的研究以協助校長評鑑更臻完善。

(三)後設評鑑的模式
Cook 與Gruder(1978)依照建構後設評鑑研究的三個向度：(1)後設評鑑
是與原級評鑑同時進行或是隨後進行、(2)後設評鑑人員是否重新分析原始評
鑑資料、及(3)評鑑是使用單一資料集或是多重獨立資料集，提出七種後設評
鑑模式供研究人員參考。
(1) 對評鑑報告進行評語式評論（an essay review of an evaluation）；
(2) 對特定方案進行文獻評論（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bout a
specific program）；
(3) 對一評鑑或方案進行實證性再評論（an empirical re-evaluation of
an evaluation or program）
；
(4) 對 相 同 方 案 的 多 元 資 料 集 進 行 實 證 性 再 評 論 （ empirical
re-evaluation of multiple data sets about the same program）；
(5) 諮詢式後設評鑑（consultant meta-evaluation）；
(6) 對原始資料同時進行次級分析（simultaneous secondary analysis of
raw data）；
(7) 多重獨立模寫（multiple independent replications）。
上述七種後設評鑑模式，後三種模式為與原級評鑑同時進行，前四種模
式為在原級評鑑後進行。配合本研究進行之校長評鑑後設評鑑衡酌研究時程
及資料收集，將採用諮詢式後設評鑑模式，在校長評鑑的過程及完成後進行
後設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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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後設評鑑之標準
後設評鑑標準（meta-evaluation standards）是後設評鑑不可缺少的重
要工具，也是專業評鑑者進行後設評鑑時普遍同意使用一套可供遵循的參考
指標與指引原則，可據以指導及改進評鑑的目標、規畫、設計和實施，作為
原級評鑑改進或參考之依據，也可以進一步判斷其價值，提供評鑑者對原級
評鑑進行價值判斷或優缺點的評估，使評鑑獲得更好的品質。最常用的後設
1

評鑑標準包括美國評鑑協會 （American Evaluation Association; AEA）所
擬訂的評鑑人員指導原則（Guiding Principles for Evaluators）及教育評
2

鑑標準聯合委員會 （JCSEE）的評鑑標準(evaluation standards)，分述如
下(洪信令，2007；曾淑惠，2012；楊琬湞，2012；AEA,2013；JCSEE,2011；
Stufflebeam & Shinkfield,2007；Yarbrough et al.,2011）：
AEA致力於合乎道德實踐的方案（program）、結果（products）、人員
（personnel）和政策（policy）的評鑑，於1994年發展出評鑑人員指導原則
（Guiding Principles for Evaluators），經2004年審查修正提出五個原則
和二十三條規範性敘述：
(1) 系統式調查（Systemic Inquiry）：無論被評鑑項目為何，評鑑者執
行評鑑時應秉持系統的、資料本位判定的調查原則。
(2) 能力（Competence）：評鑑者應具評鑑專業的知識、能力和表現。
(3) 正直/誠實（Integrity/Honesty）：評鑑者需以誠實和正直的方式進
行評鑑。
(4) 對人的尊敬（Respect for People）：評鑑者應對於受評對象保持一
定的尊敬，包括對受評者、方案參加者、委託人、和其它評鑑關係人
的安全、尊嚴和自我價值之尊重。
(5) 對一般的與公共福利的責任（Responsibilities for General and
Public Welfare）：評鑑者應明確表達和考慮到一般大眾的與公共福
利有關的利益和價值。
教育評鑑標準聯合委員會（JCSEE）於1981年完成「教育方案、計畫與教
材 評 鑑 標 準 」（ Standards for Evaluations of Educational Programs,
1

美國評鑑協會（AEA），在1986年由評鑑網絡（The Evaluation Network）與評鑑研究社

（Evaluation Research Society）合併而成立，AEA將自己定位為國際性專業評鑑人員的組織，除了
非美國國籍會員的參與，也積極的尋求與其它國際評鑑組織之結合，涵蓋的國家與地區包括加拿
大、日本、歐洲、亞洲與非洲等。目前登記的會員約有7700個，來自美國本土50州與超過60個美
國以外的國家。
2
教育評鑑標準聯合委員會（JCSEE）主要由美國、加拿大地區教育專業組織所組成，並經美
國國家標準局（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ANSI）認可為美國具有公信力，且得以制定
教育評鑑標準的團體。JCSEE 擁有兩百萬名會員及十二個專業組織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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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s, and Materials），共分為「效用性、可行性、適切性和精確性」
四大類，三十項標準。1994年修訂標準並更名為「方案評鑑標準」
（the program
evaluation standards）
，仍分為四大類，三十項次標準。及至2010年發展第
三版「方案評鑑標準」
，擴大其適用範圍到學校、大學、社區、政府機關、醫
學、健康保險機構、軍事、私人企業、非營利及非政府組織等，且為強調透
過系統的後設評鑑以持續改善評鑑，將原「後設評鑑標準」劃成新的一大類
為「評鑑績效責任」(evaluation accountability)，計五大類標準，三十項
標準如下：
(1) 效用性標準：包括 U1 評鑑者的可靠性（evaluator credibility）、
U2 關注利害關係人（attention to stakeholders）、U3 協商目的
（negotiated purposes）
、U4 明確的價值（explicit values）
、U5 相
關 資 訊 （ relevant information ）、 U6 有 意 義 的 過 程 和 成 果
(meaningful processes and products)、U7 即時且適當的溝通和報
告(timely and appropriate communicating and reporting)及 U8
關注結果和影響(concern for consequences and influence)
(2) 可行性標準：包括 Fl 計畫管理（project management）
、F2 實務的程
序 （ practical procedures ）、 F3 背 景 上 的 可 行 性 （ contextual
viability）、F4 資源的使用（resource use）
(3) 適切性標準：包括 P1 回應和包容的導向（responsive and inclusive
orientation）、P2 正式的協議（formal agreements）、P3 人權和尊
重（human rights and respect）、P4 清楚和公平（Clarity and
Fairness）、P5 透明與公開（transparency and disclosure）、P6
利 益 衝 突 （ conflicts of interest ）、 P7 財 政 職 責 （ fiscal
responsibility）。
(4) 精確性標準：包括 A1 合理的結論和決定（justified conclusions and
decisions）、A2 有效的資訊（valid information）、A3 可靠的資訊
（reliable information）、A4 明確的計畫和背景說明（Explicit
Program and Context Descriptions）、A5 資訊管理（information
management）
、A6 健全的設計和分析（sound designs and analyses）、
A7 明確的評鑑推論（explicit evaluation reasoning）
、A8 溝通和
報告（communication and reporting）
(5) 評鑑績效責任標準：包括 E1 評鑑文件（evaluation documentation）
、
E2 內部後設評鑑（internal metaevaluation）、E3 外部後設評鑑
（External Metaevaluation）
上述兩個專業組織所公布之後設評鑑標準都有其專業性，尤其教育評鑑
標準聯合委員會的方案評鑑標準，已成為多數後設評鑑採用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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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後設評鑑的途徑
Scriven認為後設評鑑的途徑約可分為四種，最簡單的一種是重做一次評
鑑，然後比較兩次評鑑所得出來的結果，稱為「直接確認取向」
；第二種是以
不同的方法論對同一受評主體再做一次評鑑，以比較兩者的成本效益；第三
種是以方案評鑑標準指引評鑑的實務工作或以「關鍵檢核表」來判斷評鑑的
價值，是一種最普遍的形式；第四種特別的形式是以原評鑑人員檢視自己在
前一次的評鑑工作，如果評鑑人員在兩次評鑑所採用的方法不同，則可謂是
對原來的評鑑進行三角檢證，如下圖（曾淑惠，2012 ；Scriven,2005）：

途徑一

途徑二

重做一次評鑑，比較
兩次評鑑所得出來
的結果
（直接確認取向）

以不同的方法論對
同一受評主體再做
一次評鑑

後設評鑑的途徑
途徑四

途徑三

原評鑑人員檢視自
己在前一次的評鑑
工作

以方案評鑑標準判
斷評鑑的價值
（最普遍的形式：
關鍵檢核表）

圖3

後設評鑑的途徑

上述後設評鑑的途徑中，途徑三最常使用檢核表進行後設評鑑的價值判
斷。在實施或使用不同方法評鑑時，用檢核表比較結果產出，以及參考相關
專業標準，是為有效的方法，因為評鑑檢核表是一連串因素、特徵、外觀、
元素、參考標準、任務或向度的列表，可以快速收集資訊、指引評鑑程序、
對照評鑑專業標準，做為個別或整體性的考量，最後整體對於原級評鑑之優
缺點及價值判斷的有效方法(黃曙東、蘇錦麗；2005）。本研究在衡酌相關條
件及專業考量下，亦將採用途徑三進行後設評鑑。
Patton認為後設評鑑包含一個評鑑的優勢、劣勢、和經驗教訓的評估
（Patton, 2012）
。雖然後設評鑑發展得較晚，但現在越來越受到重視。目前
後設評鑑的概念被認為是一種提高內部和外部品質評估的品質和效能的方法
（Sinjindawong,Lawthong, & Kanjanawasee, 2011）。由此可知，後設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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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有系統的方式蒐集資料之過程，並透過一套檢核標準，評估其原級評鑑
的優缺點及價值，主要目的在於改進其原實施的評鑑本身，判斷其評鑑之價
值，避免評鑑結果之濫用、誤用，甚至進而獲得評鑑之新觀點。而後設評鑑
之內容，會因實施後設評鑑之評鑑目的、評鑑設計、評鑑過程、評鑑結果等
不同階段，而有不同的焦點。

三、人事評鑑的後設評鑑
(一)人事評鑑的意涵
在 教 育 評 鑑 領 域 大 體 可 分 為 組 織 、 方 案 及 人 事 評 鑑 (personnel
evaluation)三部分，在學校場域中的重要人事評鑑包括校長、教師及學生。
「人事」的譯法係考量在教育評鑑情境中，有關「人」的評鑑多與其「事」(即
職務)有關，而教育評鑑標準聯合委員會(JCSEE)亦定義教育人事評鑑為：
「依
專業角色與特定機構目標，對個人表現或資格所進行的系統性評鑑」
，可約略
看出人與事之間的不可區分性(引自郭昭佑，2007)。學者(蘇錦麗、黃曙東，
2007；Stufflebeam & Shinkfield,2007)更指出出全的人事評鑑制度可強化
組織和人員間的績效要求，並發揮：確定專業人員作出專業知能的表現；安
排人員的專業技能發展方向及人事安排的決定；提供完整的人力組織和管理
之制度；提升士氣並增加人員工作的績效等功能。

(二)人事評鑑標準—後設評鑑
依據2009年美國教育評鑑標準聯合委員會（JCSEE）出版的《人事評鑑標
準》第二版，歸納出四類標準依序為適切性標準五項、效用性標準五項、可
行性標準三項及精確性標準八項，計二十一項標準，加上Stufflebeam和
Pullin在1998年提出的法律可行性標準（legal viability）則共有二十二項
標準，每項標準包含：標準（standard）
、指引（guidelines）
、解釋（explanation）
、
符號（descriptor）
、立論基礎（rationale）
、常犯錯誤（common errors）
、釋例
分析（illustrative case）
，以及支援文件（supporting documentation）(蘇
錦麗、黃曙東，2007）
。與方案評鑑標準比較，適切性的序位移至第一順位，
可見人事評鑑方案評鑑最大的不同在於直指「人」本身，須要更多的安全與
倫理，具建設性並減少威脅，在積極的氛圍下協助受評者專業發展。
人事評鑑之後設評鑑同時訂出檢核表，包括《人事評鑑標準後設評鑑檢
核表》
（personnel evaluation standards metaevaluation checklists）和
《人事評鑑制度標準後設評鑑檢核表》（personnel evaluation systems
standards metaevaluation checklists）。各包括六項要點，依據其要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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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計分，分為五種計分程度，分別為卓越程度－每項標準中的六項要點皆
達到；優等程度－每項標準中達到五項要點；良好程度－每項標準中達到四
項要點；尚可程度－每項標準中達到二至三項要點；劣等程度－每項標準中
僅達成一項及一項以下要點（蘇錦麗、黃曙東，2007）
，以適切性標準為例：
表 1 人事評鑑制度後設評鑑檢核表內容
標準/分項

人事評鑑制度後設評鑑檢核表

適切性標準（Propriety Standards）
P1 服務導向

提供服務的人員宜給予有品質且原則性的服務
確保所有評估目標是建立在相關單位上
確保所有提供服務的人員了解工作職責內容
確保所有提供服務人員的相關工作責任皆受到評估
評估所有提供服務的人員對付出努力所需的滿足感
保護受惠者的人員福利

P2正式的評鑑指導方針

相關人事政策條款為基礎
符合任何集體協商契約之規定
確保所有評鑑者傳達清楚的評估結果
了解相關法律規章，以確保所有受評者之權利
確保對相同性質的受評者保持一致且公平的評鑑
確保所有人事評鑑符合所有相關的倫理標準

P3利益衝突

提供具體步驟來找出潛在的利益衝突
將各層級審查與判斷的利益衝突列入評檢檢核條款中
要求誠實地說明利益衝突，包括利益衝突的現象
聘任不易遭受無法解決之利益衝突的評鑑者
確保評鑑者採用不同資料來源，以審查與判斷人員表現
規定收集員工的反應，並將其提至評鑑報告中

P4 人事評鑑報告的使用

維持已得到資訊的安全性
需了解評鑑報告授權使用的對象
規定適度限制既得資料的使用
提供清楚的評鑑報告傳閱的規定
規定通知每一受評者，將新增其個人的人事檔案
符合相關法律機密文件和匿名規定作承諾

P5與受評者的互動

評鑑者提供指導方針，以發展與受評者的密切關係
要求用專業、同理心、謙遜的態度與受評者對話
指示評鑑者對受評者個人與專業需求保持敏感並回應
對受評者個人展現真誠的興趣
啟動評鑑回饋機制，以協助受評對象強化其表現
在非公開的情境下給予回饋

其後《人事評鑑標準》第二版修訂為四類二十七項標準，包括(1)適切性
標準：P1 服務導向、P2 適當的政策與程序、P3 評鑑資訊的取得、P4 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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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教師之互動、P5 完整的評鑑、P6 利益的衝突、P7 法令的可行性；(2) 效
用性標準：U1 建設性導向、U2 明確的用途、U3 評鑑者之資格、U4 明確的
準則／指標、U5 實用的報告、U6 後續行動與專業發展；(3)可行性標準：F1
實際可行的程序、F2 政治的可行性、F3 財務的可行性；(4)精確性標準：A1
有效的判斷、A2明確的期望、A3脈絡的分析、A4 明確說明評鑑目的與程序、
A5 具辨明性的資訊、A6 有信度的資訊、A7 系統化資料的管理、A8偏誤的確
認與管理、A9資訊的分析、A10具驗證性的結論、A11後設分析（蘇錦麗，2009）
。
許多人事評鑑後設評鑑研究即採用此一人事評鑑標準(陳惠鈺，2009；Howard
& Harman,2007)。
由此可知，教育評鑑標準聯合委員會(JCSEE)所研訂之人事評鑑標準，可
謂是目前針對人事評鑑的後設評鑑最詳細與完整的後設評鑑標準之一。本研
究亦將以上述人事評鑑標準四大類二十七項標準，作為研擬新北市校長評鑑
之後設評鑑標準的重要參照。

四、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相關研究
台灣2000至2013年相關論文大多探討教育人員對校長評鑑制度的看法，
以中小校長辦學績效評鑑之後設評鑑為主題的研究較少。分述如下：

(一)教育人員對校長評鑑的看法相關研究
校長評鑑制度的目的應以改進校務、促進校長專業發展為主。在評鑑項
目方面，吳松江（2005）指出校長評鑑的層面與項目的建構應要反應校長權
責，而蔡金柱(2004)針對高雄市校長評鑑的調查結果顯示校長評鑑目的分為
「發展導向」與「行政決定導向」
，評鑑指標應含核心效標與學校自訂效標，
並由教育行政機關、校長代表、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在學者專家指導下發展。
陳忠本（2005）在屏東縣的調查研究發現校長評鑑向度上尤以「學生學習」
最受到重視。楊主晴（2006）強調評鑑項目除反應校長應具能力之外，更要
兼顧差異性。
在評鑑程序方面，蔡金柱(2004)認為評鑑程序可分評鑑規劃、評鑑執行
與資料蒐集、評鑑結果處理、評鑑回饋等四個階段，人員組成應符合專業性、
公正性、多元性，資料蒐集方式應多元化；校長評鑑報告除了提出優缺點，
並給予校長說明申訴管道，評鑑結果亦應作為校長改進校務及專業發展的基
礎。楊主晴（2006）強調評鑑前應對學校原有的背景進行暸解與分析，且除
了專家學者參與規劃校長評鑑制度，並由專業教育評鑑團體、學術機構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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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較為合適。吳松江（2005）認為校長評鑑的人員宜容納多元化的代表，
由各相關專業團體推薦；在程序上分為評鑑規劃、評鑑執行及評鑑結果處理
三個階段。陳忠本（2005）的研究指出校長本身更在意校長評鑑程序。
在校長評鑑相關研究之發現方面，楊主晴（2006）研究調查結果顯示，
校長評鑑制度之缺失，主要包括「校長評鑑的範圍、項目、指標不夠明確與
周延」、「評鑑項目及標準不符個別學校情境」及「評鑑的資料來源及評鑑程
序不夠完備」
。而宋宏明（2006）於台北縣研究結果發現，教育人員對國民中
學校長評鑑各項評鑑層面的重要性高度肯定，認為各評鑑行為指標重要且適
切；其中在「公共關係」層面，不同性別變項有顯著差異；
「政策執行」
、
「課
程與教學領導」、「學生表現」、「行政領導」層面，在不同年齡、職務、教育
程度、服務年資、服務地區變項有顯著差異。至於在雲嘉南地區，陳佩君（2008）
指出國民小學校長對校長評鑑態度整體及各層面認同程度屬「中上」
，其中對
「校長評鑑目的」最為認同，而校長對於「校長評鑑目的」
、
「校長評鑑規準」
及「校長評鑑實施方式」之態度對專業發展表現整體及其各層面具有預測力；
且年資6~10年及11~20年的校長對「校長評鑑結果處理」的態度顯著高於校長
年資1~5年的校長。而對於校長評鑑的後設評鑑部分，蔡金柱(2004)對提出議
進行「後設評鑑」研究，以瞭解校長評鑑的實施成效，以提升校長評鑑品質。
綜上所述，校長評鑑的目的在促進校長之專業以改進學校辦學；評鑑相
目以能反映校長權責並兼顧差異性為主；評鑑程序應兼顧多多與專業並有申
訴溝通之管道。教育人員對校長評鑑認同度皆為中上，肯定校長評鑑的重要
性，其中也強調評鑑指標設定的適切性，是否合乎評鑑目的，更是教育人員
所關注的焦點。

(二) 校長辦學績效評鑑的後設評鑑相關研究
校長評鑑的相關研究論文中，研究者進入國家圖書館輸入校長評鑑關鍵
字，共52篇，經檢視多為論述性之學術文章，探究校長評鑑制度(張德銳，
1998)、校長評鑑指標(蘇錦麗、鄭淑惠，2007)、或是從後設評鑑的觀點討論
規劃實施校長評鑑的可能缺失(鄭新輝，2002)。在學術期刊方面沒有真正進
行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的實徵性研究。學位論文方面，台灣以校長評鑑之後
設評鑑為研究主題的論文甚少，較接近的則為校長辦學績效評鑑之後評鑑研
究共有3篇(王慧君，2011；林例怡，2011；孫月眉，2013)，研究重要發展如
下表：
表 2 校長辦學績效評鑑的後設評鑑相關研究
作者

論文名稱

研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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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範圍:宜蘭縣國民中小學，內容涵蓋校長辦學績效評鑑
之規劃設計、實施方式、結果報告等層面。
評鑑標準: 彙整美國教育評鑑標準聯合委員會的「教育方
學績效評鑑之
案、計畫教材評鑑標準」，分為四大標準(效用姓、可行
後設評鑑研究》 性、適當性、精確性)與三十項指標，以及評鑑研究學會
標準委員會的「方案評鑑標準」，分為六層面(規劃與協
商、結構與設計、資料蒐集與準備、資料分析與解釋、
溝通與公布、結果的利用)與五十五項標準。
研究結果:宜蘭縣校長辦學績效評鑑女性校長較男性校長
認同度高；年齡 51 歲以上、學歷為師範院校畢業、服務
年資超過 21 年等條件的校長較認同辦學績效評鑑。學校
規模不會影響校長對辦學績效的認同，而校長辦學績效
評鑑也不會因為學校所在地、服務階段不同而有影響。

王 慧 君 《宜蘭縣國民
(2011) 中 小 學 校 長 辦

林例怡
(2011)

研究對象:參與臺中市九十七學年度至九十九學年度第一
學期校長辦學績效評鑑之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包含校
小學校長辦學
長、教師與學校行政人員。
績 效 評 鑑 之 後 研究方法:包含問卷調查法與訪談法。參考美國教育評鑑標
設評鑑研究》
準聯合委會所發展之四大人事評鑑後設評鑑標準，再依
據臺中市實施校長辦學績效評鑑之概況資料編製調查問
卷；訪談針對校長辦學績效評鑑設計、規劃、實施程序、
資料分析、評鑑報告、評鑑結果處理等面向擬定訪談題
目。
研究範圍:僅限臺中市，以九十七學年度至九十九學年度第
一學期校長辦學績效評鑑之國民小學學校教育人員為
主，內容涵蓋背景變項(性別、年齡、學歷、服務年資、
職務及學校規模)與後設評鑑標準四大層面(適當性、效
用姓、可行性與精確性)。
評鑑標準:參考美國教育評鑑標準聯合委員會建立人員後
設評鑑標準之四大標準(適當性、效用性、可行性與精確
性)，並取其中 19 項指標，編製 33 題之正式調查問卷。
研究結果:臺中市校長辦學績效評鑑各層面均獲得認同，以
適當性層面表現最佳，其次依序為可行性、精確性與效
用性層面。性別、年齡與職務在適當性與效用性層面有
顯著差異，男性、資深教育人員與非校長職之教育人員
認同度較高；年齡與職務在可行性層面有顯著差異，資
深教育人員與主任認同度較高；性別、年齡與職務在精
確性層面具有顯著差異，男性、資深教育人員與主任認
同度較高。
《臺中市國民

研究對象:花蓮縣公立國民小學的教育人員、兼任行政教
孫月眉
師、一般教師，不含實習教師與代理教師。
小學校長辦學
研究方法:採半結構式訪談，以便受訪者蒐集到所需的資
(2013)
績效評鑑之後
料，但較少強調標準化的研究方法，而是使用更具彈性
設評鑑研究》
的形式，隨著受訪者的人格及其所處情境而調整，最後
《花蓮縣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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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三角檢核來驗證資料。
研究範圍:僅限花蓮縣公立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於國民小
學校長評鑑所抱持的意見和看法，不包括兩所公辦民營
學校。
評鑑標準:以美國教育評鑑標準聯合委員會的「教育方案、
計畫教材評鑑標準」作為後設評鑑準則，其標準包含效
用性、可行性、適當性、精確性。
研究結果:校長辦學績效大體上能符合後設評鑑之四大規
準: 效用姓、可行性、適當性、精確性；而評鑑的缺失
與改進意見有強化評鑑委員專業素質與適切評鑑時間、
評鑑指標要適度彈性以關注校務工作長期發展、落實評
鑑委員專業研習以提升評鑑知能、注意評鑑資料三角驗
證以提升評鑑效度，落實評鑑結果利用。

上述3篇論文中，孫月眉(2013)的研究以深度訪談輔以文件分析、觀察等
方式相互檢證，檢核花蓮縣實施校長辦學績效評鑑達後設評鑑標準現況，因
為在研究方法上採用質性研究，與前2位研究者有量化資料作標準排序不同，
其研究結果發現如下:
(1) 符合效用性標準
 校長辦學績效評鑑人員的專業知能大致上值得信賴，惟教師與家長評鑑
專業知識略有不足。
 校長辦學績效評鑑大體上能發揮專業成長與引導校務發展之功能。
 校長辦學績效評鑑制度尚能真實呈現學校辦學情況並展現教育價值。
 評鑑結果報告能清楚呈現優缺點，受評者可以理解內容。
(2) 符合可行性標準
 校長辦學績效評鑑尚能具備效能與效率。
 校長辦學績效評鑑只有半天過程並不完全在學校自然情境進行。
 校長辦學績效評鑑程序尚能保持嚴謹與慎重程度。
(3) 符合適切性標準
 校長辦學績效評鑑具有的法令依據及遵守評鑑必要程序。
 校長辦學績效評鑑過程能符保密及公平原則；但是要落實利益迴避原
則、其它尚能顧及教師、學生權益。
 評鑑委員與受評者之間人際互動尚屬良好，彼此維持尊重態度；少數個
案因不同觀點而有衝突。
 評鑑過程能保障受評者(校長)應有權益並多方考量校長應有權益。
(4) 符合精確性標準
 校長評鑑各項資料合乎真實學校情境且大致可靠；惟校長的口才與評鑑
資料會影響評鑑結果。
 評鑑能蒐集到適當完整資料及能切合評鑑指標；惟情意層面較難蒐集。
 評鑑結果能具備質化與量化說明，對校長辦學結果提出各項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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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鑑結果成績只供給校長個人查閱，不贊成由媒體報導評鑑結果。

綜上所述，三篇研究的相同點在於其研究目的皆為探討教育人員對評鑑
的看法與檢核評鑑達後設評鑑標準程度，並都以單一縣市進行研究，而在研
究方法上分別採用量化與質性研究。上述論文之校長的績效責任評鑑主要為
總結性後設評鑑。
本研究與上述研究之差異除了所合作之新北市校長評鑑並非以校長「辦
學績效責任」導向，而以校長專業發展為主，並預計在接受評鑑後研提校長
專業發展計畫，並有後續的協助輔導機制。其次，本研究將在研擬校長評鑑
後設評鑑標準後，隨著新北市校長評鑑的時程，進行較完整之形成性及總結
性後設評鑑。另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以行動研究精神，在調查研究上擬質
量並重，收集更為完整的資訊，以後設評鑑觀點深入探究新北市校長評鑑之
執行。

五、新北市國民中小學校長評鑑之實施概況
新北市政府試辦校長評鑑有幾個重要的因素。首先是教師評鑑入法前的
教師質疑及校長團體的自律，在教育部九十五學年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至
今討論教師法修法有關教師評鑑是否入法之際，曾有教師提出校長是否亦應
接受評鑑的質疑，而新北市中小學校長協會在此一議題表達支持推動校長評
鑑的立場，讓校長評鑑的試辦獲得起步的基礎。
其次是為釐清校長辦學的權責，肯定與激勵校長士氣。新北市國民中小
學校長遴選制度中，會提供校務評鑑及教師相關調查結果供遴選委員參考，
但校務現況及教師調查意見中，有關校長應負的權責有時不易釐清，終究校
務評鑑是學校組織的現況評鑑，學校成員及其歷史共負責任，而校長評鑑是
人事評鑑，較易釐清校長辦學的權責。
第三是法規強調績效責任下校長專業發展的需求。國民教育法即規範應
對校長進行辦學績效評鑑作為是否繼續遴聘的依據，但除了績效責任外，校
長的辦學專業成長需求是另一個重要的考量，因此新北市政府決定以「校長
評鑑」而非「校長辦學績效評鑑」作為試辦主軸。
新北市國民中小學校長評鑑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於2012年底委託國立政
治大學教育學院進行規劃，除了研擬校長評鑑指標，並規劃試辦計畫內容，
於2013年開始試辦(新北市教育局2013a；2013b)：

(一)試辦之背景緣由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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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因素下，新北市政府試辦校長評鑑正式文件中，主要試辦背景緣
由包括：

1、激勵校長士氣提升辦學績效
校長是學校發展的領航者，透過校長評鑑的歷程，可以了解校長行政領
導的表現狀況，並及時協助校長改進，激勵校長士氣，以提升辦學績效，且
可就校長行政領導表現的弱點，提供校長適當的在職進修和計畫，以促進其
專業成長。

2、強化校長形象呼應社會需求
校長是學校教育重要的推手，其領導是否得當關係著學校行政與教學的
成敗，因此校長的素質與表現相當重要。唯有盡到自己應盡責任，誠懇、正
值、廉潔、主動、積極辦學，強化良好的校長形象，以呼應社會需求。

3、校長團體支持推動校長評鑑
新北市中小學校長協會支持推動校長評鑑，期盼校長評鑑過程中，深入
瞭解自己的行為及表現，發現自己的優缺點及未來發展的需求，且能因應情
境的變化，不斷地調整、反省，才能有所收穫及進步成長。
據此，試辦計畫之目的包括：
(1) 瞭解校長辦學情形：協助校長瞭解領導與辦學情形，做為校長經營學
校之參考。
(2) 確保校長辦學品質：協助校長確保辦學品質，提升校長辦學績效。
(3) 促進校長專業成長：瞭解校長辦學理念及表現，激勵校長自我檢視及
改進，促進校長專業成長。
(4) 獎勵試辦績優校長：獎勵參與試辦及主動申請評鑑且績效良好之校
長，以資激勵校長士氣，肯定辦學成果。

(二)新北市試辦國民中小學校長評鑑規劃內容
1、評鑑對象
新北市政府於2013年以學期為單位，進行二階段的試評，試評規劃為減
輕參與校長的壓力，採主動申請制而非強迫；為了解校長辦學情形，一般地
區到任第三年之校長，偏遠地區到任第二年之校長為原則，另為避免校長評
鑑過程中需準備的資料負荷，儘量以當學期接受校務評鑑的學校為對象。
在上述原則下，第一階段試評計12校參與，國小8校(有木、坪林、三芝、
沙崙、文德、鳳鳴、牡丹與中正)、國中4校(中平、汐止、碧華與自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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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段擴大試辦，包括國小18校(大埔、濂洞、深坑、瑞柑、瓜山、光興、中
角、義學、平溪、大坪、樟樹、和平、崁腳、興化、水源、蘆洲、雙溪與復
興)、國中6校(淡水、萬里、鷺江、正德、三多與溪崑)。

2、評鑑項目
經委託單位研議，評鑑內容共分為六層面，各層面又分為六項指標(如下
表)，指標另有參考內涵說明以利校長理解。受評校長須針對六層面進行說
明，層面一至五每層面至少選擇三項指標進行說明，層面六至少選擇一項指
標進行說明。
表 3 新北市國民中小學校長評鑑層面、指標
評鑑層面

評鑑指標

1 行政領導與策略

1-1具有教育理念與領導管理知能，善用學校經營策略
1-2形塑學校願景，訂定校務發展計畫並落實執行
1-3掌握教育政策方向，並具體執行
1-4激勵成員工作士氣，塑造學習組織文化
1-5善用溝通決策技巧，有效處理問題與危機
1-6擁有良好品格，追求專業成長

2 課程與教學領導

2-1積極參與學校課程計畫研訂，引領課程發展
2-2重視校本課程，發展學校課程特色
2-3鼓勵教師進修與研究，促進教學創新
2-4活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2-5規劃教學分享平台，提供教學資源與經驗分享
2-6建立課程教學視導機制，提升課程教學成效

3 學生學習與表現

3-1落實生活與品德教育，培養學生良好的公民素養
3-2重視學生健康體育與心理輔導，維護學生身心健康
3-3提供學生多元展能機會，鼓勵服務學習或社團參與
3-4鼓勵教師運用適性輔導與多元評量，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3-5建構適性輔導機制，協助學生自我理解與生涯規劃
3-6主動關懷弱勢學生，提供補救教學

4 環境設施與規劃

4-1充實教學空間與設施，符合學習及教學需求
4-2規劃友善的校園環境，提供師生舒適的活動空間
4-3形塑人文藝術的校園環境，營造校園的美感情境與文化
4-4建置安全維護與防災機制，提供安全的學校環境
4-5運用環保與環境教育理念，規劃永續的校園環境
4-6推廣學校e化資訊環境，提升教學成果與行政效率

5 資源開發與運用

5-1展現知人善任能力，有效發揮人力資源
5-2爭取校內外資源，合理有效運用經費
5-3發展校際合作方案，促進校務交流與資源共享
5-4與家長及社區維持良好關係，共享學校與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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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與教育主管機關、民意代表及媒體有適切互動，建立優良學校形象
5-6落實教職員工考評與獎勵機制，提升學校人力素質
6 學校特色與發展

6-1結合學校願景與目標，發展符合教育性之學校特色
6-2建立一個使學生多元智慧公平發展的學校
6-3營造優質的學校文化與組織氣氛，獲得親師生與社區的高度認同
6-4善用校內外資源，建立具有特色品牌的學校
6-5建置標準作業流程與回饋機制，確保學校績效與永續發展
6-6構思並與師生共同發展不同於他校之特色

3、訪視評鑑時程規劃及流程
每一階段的訪視時程均包括(1)評鑑委員簽核；(2)評鑑委員座談與研
習；(3)受評校長說明會；(4)受評校長自評並寄送自評報告；(5)評鑑助理研
習；(6)實地訪視評鑑；(7)評鑑結果確認會議；(8)評鑑結果通知；(9)評鑑
分析座談(校長)；(10)評鑑分析座談(評鑑委員)；(11)受委託評鑑小組討論，
彙整評鑑結果報告。
表4

新北市校長評鑑訪視評鑑流程表

時間

實施程序

主持人

參加人員

8:30~9:00

評鑑委員報到

校長

評鑑委員

9:00~9:10

評鑑委員溝通意見與勾選訪談人員

召集委員

評鑑委員

9:10~10:20

校長簡報暨詢答

召集委員

校長、評鑑委員

10:20~10:30

休息時間

10:30~11:30

參觀校園、檢視教學設備與設施

召集委員

校長、評鑑委員

11:30~12:30

資料查閱

召集委員

校長、評鑑委員

12:30~13:00

午餐休息(委員整理資料)

13:00~13:20

學生訪談

召集委員

抽訪學生

13:20~13:40

教師訪談

召集委員

抽訪教師

13:40~14:00

家長訪談

召集委員

抽訪家長

14:00~14:20

學校行政人員訪談

召集委員

抽訪行政人員

14:20~14:30

休息時間

14:30~14:50

評鑑委員整理資料與意見交換

召集委員

評鑑委員

14:50~15:10

問題諮詢與釐清

召集委員

校長

15:10~16:00

評鑑報告定稿

召集委員

評鑑委員

16:00

評鑑委員離校

校長

評鑑委員

4、評鑑結果呈現與追蹤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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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層面呈現方式：由評鑑委員針對主要負責之評鑑層面，進行質化描
述，給予優點與建議。資料由教育局端保留，並供校長改進參考，不公布周
知。
(2)總評結果呈現方式：總評結果分為「通過」、「改善後通過」。其決定
形成依受評校長自我評鑑結果以及訪視評鑑結果，由評鑑召集委員主持討論
會議，與評鑑委員充分討論後共決之。
(3)「改善後通過」之判定應符合下列兩項條件之一：一為評鑑委員所提
出之建議事項，絕大多數歸責於校長個人。另一為評鑑委員所提出之建議事
項，因校長個人特質，而應由校長直接負責之重大事項者。
(4)評鑑結果的公告：俟召開會議確認評鑑結果後，對外僅公告「通過」、
「改善後通過」之比例。
(5)評鑑結果的應用：初期試辦不涉及校長成績考核與校長遴選，將透過
試辦完善評鑑機制，以利校長專業發展。
(6)追蹤輔導： 若總評結果列為「改善後通過」
，後續由教育局負責進行
追蹤輔導，確定其改善後，改列為通過。評鑑結果之所有建議事項，亦由教
育局負責進行追蹤輔導。

(三)未來規劃
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規劃，2014年除計畫略為調整外，已擴大試辦規
模，將持續進行第三階段及第四階段的試辦，預計參與學校分別達到32校及
40校，另亦將新北市立高中職校校長評鑑列入。
根據前文Cook 與Gruder(1978)主張後設評鑑研究可與原級評鑑同時進
行或是隨後進行。而新北市校長評鑑已經實施兩個階段，而三、四階段也將
逐步實施，本研究研究期程正可以配合校長評鑑的時程同時進行形成性的後
設評鑑與總結性的後設評鑑，這階段正是進行後設評鑑研究的最佳時機。此
外，本研究也將參考Scriven(2005)所主張之後設評鑑途徑及Cook 與 Gruder
(1978)提出之後設評鑑模式，結合新北市校長評鑑後設評鑑之脈絡需求進行
後設評鑑規劃與實施，期待研究結果可回饋至新北市校長評鑑之制度建立。

參、研究方法、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目的在經由參與新北市教育局校長評鑑的實施進行後設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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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建構新北市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的標準外，同時進行形成性及總結性之後
設評鑑研究。
本研究擬以行動研究精神，主要以調查研究進行相關探究。在後設評鑑
標準建構上，擬以美國教育評鑑標準聯合委員會(JCSEE)之人事評鑑標準及相
關檢核表為基礎，採德懷術建構新北市校長評鑑後設評鑑標準。另依循新北
市校長評鑑時程進行形成性及總結性後設評鑑。
在評鑑途徑的選擇上，擬以Scriven(2005)所提四種後設評鑑途徑中應用
最普遍的第三種途徑形式，以方案評鑑標準指引評鑑的實務工作或以關鍵檢
核表來判斷評鑑的價值。

二、資料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之資料收集與分析方式如后：

第一年
(一)模糊德懷術
因本研究在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標準建構擬以教育評鑑標準聯合委員會
(JCSEE)的人事評鑑標準為基礎進行建構，且此一標準的建構較具專業性，因
此擬採用德懷術。另為避免過多次數的往返，本研究採模糊德懷術建構指標。

第二年
(二)文件分析法
本研究為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因此在許多文件資料的收集與分析是相
當重要的，包括校長評鑑委託計畫、各階段之試辦計畫、各階段之評鑑報告、
評鑑後的確認會議文件、校長因應評鑑結果所擬訂的成長計畫…等，皆為本
研究重要的文件收集與分析資料。

(三)焦點團體訪談
本研究擬依所擬訂之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標準，編擬形成性及總結性之
訪談大綱，於適當時機，尤其評鑑前針對受評校長的說明會，或是對評鑑委
員的研習，以及在評鑑結束後分別對受評校長及評鑑委員辦理的分析座談，
或是評鑑規劃小組的會議，及與教育局人員的會議上，都可以焦點團體訪談
方式進行，以了解在評鑑過程中及評鑑結束後，相關利害關係人對校長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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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設評鑑標準上的看法。

（四）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擬依所擬訂之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標準，編擬總結性之問卷，問
卷調查內容包含背景變項與適切性、效用性、可行性及精確性等各後設評鑑
標準相關題項。於校長評鑑結束後，調查各相關利害關係人，包括評鑑委員、
受評校長及教育局人員對校長評鑑符合後設評鑑標準的同意程度，本問卷以
郵寄的方式或現場發給調查者填答，藉以蒐集所需要的資料。問卷以
Likert’s六點量表作答，
「1」代表非常不同意，
「6」代表非常同意，中間分
別為「2不同意、3不太同意、4有點同意、5同意」加以評定，數字越大代表
越同意。

三、研究對象與工具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人事評鑑之後設評鑑，研究對象主要為新北市所實施的校長評
鑑。並依Stufflebeam（2000）所提後設評鑑的對象應包含校長評鑑的評鑑目
標、評鑑設計、評鑑過程及評鑑結果等四個向度。
另在問卷、訪談、焦點團體訪談等資料收集的對象主要為校長評鑑委員、
受評校長、教育局人員及評鑑規劃人員等四類。因參與新北市校長評鑑相關
人員人數尚不多，德懷術、焦點團體訪談及問卷參與研究者的召募之主要以
口頭介紹說明，必要時輔以電郵方式進行。
有關知情同意程序：(1)德懷術由研究主持人或研究助理以電話或當面
(例如配合新北市校長評鑑進行之相關會議時)向研究參與者解釋並取得同
意；(2)焦點團體訪談之知情同意程序亦同；(3)問卷部分以電話、當面或電
郵方式說明解釋並取得同意(因研究參與者皆為參與新北市校長評鑑相關人
員，對研究議題均有一定的理解)。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在研究工具上，擬依所擬訂之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標準，編擬「新
北市國民中小學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訪談大綱」
，藉以在形成性及總結性時間
點，透過個別訪談或焦點團體訪談等方式，了解相關利害關係人的看法。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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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問卷調查需求，同上依所擬訂後設評鑑標準編擬「新北市國民中小學校長
評鑑之後設評鑑問卷」
，在校長評鑑某階段結束後進行調查，以了解利害關係
人在總結性後設評鑑的看法。
同時，徵求受訪者同意利用錄音器材，包含錄音筆、錄影器具以便研究
者紀錄及針對問題進行分析；也利用問卷調查統計結果分析，是否與訪談所
得資料、觀察所得及文件呈現相互驗證。

肆、第一年(2014.8.1-2015.12.31)研究成果
一、已完成之研究步驟
本研究依循研究計畫之甘特圖進行，在第一階段首要完成「新北市校長
評鑑之後設評鑑標準」的建構。已完成之重要研究步驟如后：
(一)新北市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標準初構
本研究雖已收集許多有關人事評鑑之後設評鑑標準，其中不乏有關校長
評鑑的後設評鑑標準，但因本研究之評鑑標準適用對象為新北市校長評鑑，
因此需衡酌新北市校長評鑑的內涵，考量各評鑑標準的適用性，在兼顧評鑑
標準的含括程度後，研究小組經數次討論修正，初構新北市校長評鑑之後設
評鑑標準。
(二)專家諮詢與座談
本研究為使新北市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標準意涵不致偏離適用對象，召
開第一次專家諮詢與座談(詳如下表)，主要為三位參與新北市校長評鑑的委
員及二位受評校長(一位國小、一位國中)，與會代表提供非常多的建議(詳見
附錄一)，除對各標準提供不同的想法與思考外，最重要且極需修正的意見包
括：
(1)標準之下的檢核點不足，無法充分反映各後設評鑑標準的內涵；
(2)因評鑑對象為新北市校長評鑑，有些標準或檢核點仍未能扣緊新北市
校長評鑑的目的、程序、方法與作為。
(3)未來若需進行形成性及總結性的後設評鑑，在後設評鑑標準(含檢核
點)是否需提供在不同評鑑階段中的應用情形。
表5

專家諮詢座談名單
專家學者

服務單位/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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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副教授

B

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教授

C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

D

受評國小校長

E

受評國中校長

經由專家諮詢座談的重要意見，研究團隊發現新北市後設評鑑標準要更
能精準符應新北市校長評鑑的內涵，檢核點亦應更為週延，更重要的是，在
不同的評鑑標準(或檢核點)上，應更能反映出其適用的時機。研究團隊經討
論決定更週延的面對這些重要建議，依據相關意見討論修正後設評鑑標準，
並增列檢核點與適用時機。

(三)新北市校長評鑑檢討分析座談—評鑑委員及受評校長
同時間因新北市校長評鑑舉辦兩次檢討分析座談，邀請評鑑委員及受評
校長分享試辦經驗，並提出相關改進建議。計有五十餘位評鑑委員及四十餘
位受評校長參與檢討分析座談，研究團隊同時列席參與，並從其會議發言之
逐字稿(詳如附件二、三)，校正原本所擬訂的後設評鑑標準，尤其許多與會
者論及此一評鑑的有效性、適當性、精確性及可行性等各項問題，都值得研
究團隊再逐一檢視所修正的新北市後設評鑑標準及檢核點。

二、第一年研究結果
本階段的模糊德懷術問卷以14位專家學者為對象進行施測，根據參與專
家之填答，求得每位專家對各標準的重要性意見之三角模糊數，再透過解模
糊化的步驟求得實際數字以代表各標準的重要性程度。其三角模糊數，係以
所有專家意見中，最低者為共識之最小適切值L；最高者為共識的最大適切值
U；該標準所有專家意見所填答之「最有可能重要性程度」計算幾何平均數為
中間值M，此階段資料使用Microsoft Excel 2013軟體來計算並整理。下表呈
現本研究中各標準之三角模糊數值：
表

我國國民小學教師工作滿意度指標之三角模糊數

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標準建構之三角模糊數
標準項目

三角模糊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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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M

U

0.7

0.88

1.0

P1.2 校長評鑑能促進受評校長符合學校應有的辦學使命及教育期望。 0.6

0.83

1.0

P1.3 校長評鑑能增進並確保受評校長的工作職責與表現。

0.6

0.83

1.0

0.5

0.81

1.0

0.5

0.84

1.0

0.5

0.79

1.0

P2.3 校長評鑑政策與程序適當，使評鑑具公平性。

0.6

0.87

1.0

P2.4 校長評鑑政策符合法令規定，保護受評校長權利。

0.5

0.79

1.0

P2.5 校長評鑑程序適切，符合相關倫理規範。

0.5

0.81

1.0

0.6

0.78

1.0

0.6

0.81

1.0

0.5

0.74

1.0

0.6

0.81

1.0

P3.5 確實遵循校長評鑑報告使用規則。

0.5

0.78

1.0

P3.6 資訊使用能注意機密性，校長私密資料得匿名處理。

0.6

0.74

1.0

0.6

0.84

1.0

0.5

0.85

1.0

P4.3 尊重人性尊嚴，維繫與受評校長的真誠互動關係，以維護自尊。 0.6

0.87

1.0

一、適當性
P1 服務取向
P1.1 評鑑內容對受評校長的工作任務清楚描述，使參與評鑑者皆能有
所瞭解。

P1.4 校長評鑑能促使受評校長的表現更能滿足學生、家長與社會需
求。
P2 適當的政策和程序
P2.1 校長評鑑指標、方法、政策等指引都清楚明列於評鑑手冊，以利
執行，並提供受評校長了解。
P2.2 校長評鑑委託者(教育局)、規劃者(政大)、評鑑者、受評校長對評
鑑規劃指引的理解有一致性。

P3 評鑑資訊的取得
P3.1 校長評鑑所蒐集的資訊能善加保護，確保資訊機密性。
P3.2 只有合法目的或被授權的人員(如教育局、評鑑者)能查閱或使用
校長評鑑資訊。
P3.3 應適度限制校長評鑑資料的存取。
P3.4 受評校長個人人事檔案能妥善保存，並限制查閱與使用者，以保
護隱私權。

P4 與受評者的互動
P4.1 進行適切的宣導，確保評鑑者以專業與建設性的方法，與受評校
長進行書面與口頭的互動，增進評鑑動機。
P4.2 評鑑委員能審慎的執行評鑑，適當的理解受評校長在校的表現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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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模糊數值

標準項目

L

M

U

P4.4 與受評校長對話時應秉持體諒及謙恭的態度。

0.7

0.87

1.0

P4.5 對受評校長之個人及專業成長需求保持敏感度並予以回應。

0.7

0.93

1.0

P4.6 有適當的評鑑回饋機制協助受評校長強化表現。

0.6

0.88

1.0

P4.7 較敏感性的問題能在非公開的情境下給予回饋，以避免傷害。

0.6

0.88

1.0

P5.1 校長評鑑應同時提供優點與缺點的資訊。

0.5

0.85

1.0

P5.2 對優點能適度鼓勵，並提供想法，使優點繼續增進。

0.6

0.87

1.0

P5.3 對缺點能經討論提出可行建議，使缺點得以改進。

0.6

0.83

1.0

0.6

0.84

1.0

P6.2 校長評鑑能以開放、坦誠的態度處理既有的與可能的利害衝突。 0.6

0.84

1.0

0.6

0.81

1.0

0.5

0.81

1.0

0.5

0.77

1.0

0.5

0.81

1.0

0.6

0.87

1.0

0.5

0.86

1.0

0.6

0.85

1.0

0.6

0.88

1.0

0.6

0.81

1.0

P5 平衡的評鑑

P6 利害衝突
P6.1 在評鑑前，應確認適當說明評鑑過程既有的與可能的利害衝突(如
受評校長的擔憂、評鑑委員判斷的掙扎等)。

P6.3 校長評鑑能適度管控利害衝突的可能影響，避免因利害衝突而影
響評鑑的過程與結果。
P7 法令上的可行性
P7.1 校長評鑑的規劃符合校長評鑑相關法令規定。
P7.2 校長評鑑的規劃應透過集體協商討論程序，訂定相關規章或協
議。
P7.3 評鑑者應依法令規定、協議或手冊指引進行評鑑，成功的執行具
公平的、效率性及合理性的校長評鑑。
二、效用性
U1 建設性導向
U1.1 校長評鑑能促發校長自我發展機會。
U1.2 校長評鑑能協助校長重新檢視學校的任務與目標，改善學校效
能，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
U1.3 校長評鑑過程能充分溝通，以確保評鑑建議有效且可行。
U1.4 評鑑的回饋意見需有促進校長改進的機制，以確保評鑑的建設
性。
U2 明確的用途
U2.1 校長評鑑於開始時即清楚的界定評鑑結果及評鑑資訊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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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模糊數值

標準項目

L

M

U

0.5

0.76

1.0

0.5

0.78

1.0

0.6

0.83

1.0

0.6

0.82

1.0

U3.2 校長評鑑委員的資格(學者專家、卓越校長)適切。

0.6

0.84

1.0

U3.3 校長評鑑者能在評鑑過程前能接受適當的訓練。

0.5

0.83

1.0

0.5

0.81

1.0

0.5

0.82

1.0

0.6

0.80

1.0

0.5

0.79

1.0

0.6

0.83

1.0

0.6

0.81

1.0

U5.2 校長評鑑結果的報告發布應及時，確保評鑑功能發揮。

0.5

0.79

1.0

U5.3 校長評鑑報告應以評鑑目的及校長職責為焦點，確保適當性。

0.6

0.84

1.0

0.6

0.81

1.0

0.6

0.80

1.0

U2.2 校長評鑑開始前即確認評鑑結果或相關資訊的使用者（如受評校
長、教育局…等）。
U2.3 校長評鑑結果資訊的使用者能清楚理解評鑑的預期用途。
U2.4 在校長評鑑開始前及在評鑑過程中，能充分與使用者溝通，理解
其使用需求，使評鑑問題或議題獲得適當的處理。
U3 評鑑者的資格
U3.1 負責發展與管理校長評鑑制度的單位，其資格與能力值得尊重與
信任。

U3.4 校長評鑑制度及評鑑委員值得信任，使評鑑結果受到尊重，評鑑
報告能被適當的處理與採用。
U4 明確的指標規準
U4.1 校長評鑑指標敘寫清楚，能反映受評校長應有的工作表現，並易
於理解。
U4.2 指標建構與修正程序適切，能考量利害關係人意見(如教育局、
評鑑委員、受評校長等)。
U4.3 校長評鑑指標的意涵能取得評鑑委員的共識，提供較一致性的評
鑑資訊解釋與判斷基礎。
U4.4 確保所有利害關係人對校長評鑑指標的理解相近，讓解釋、判斷
時具有一致性的辯護基礎。
U5 具功能性的評鑑報告
U5.1 校長評鑑報告的呈現方式應清楚且精確，以利閱讀者充分理解評
鑑報告的意涵。

U5.4 校長評鑑報告的內容呈現方式應讓評鑑利害關係人(如閱讀評鑑
報告者或受評者)了解，以確保其使用功能。
U5.5 校長評鑑委託單位建有管控系統，以確保評鑑報告的清楚精確、
適當且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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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項目

L

M

U

0.5

0.84

1.0

0.6

0.85

1.0

0.7

0.90

1.0

0.6

0.84

1.0

0.6

0.82

1.0

0.6

0.81

1.0

0.6

0.84

1.0

F2.1 校長評鑑的計畫與執行過程中，能了解受評校長的期望，並澄清、
0.6
處理其對評鑑的問題疑慮。

0.81

1.0

0.5

0.82

1.0

0.6

0.84

1.0

0.5

0.85

1.0

0.6

0.78

1.0

0.5

0.78

1.0

P3.4 委託單位提供校長評鑑充足的人力與經費資源，確促評鑑計畫可 0.6

0.78

1.0

U6 專業發展
U6.1 校長評鑑能讓評鑑使用者及受評校長了解其需要專業發展的評
鑑領域向度。
U6.2 校長評鑑的規劃能促使校長進行專業發展，確保其校長角色的任
務與責任。
U6.3 校長評鑑有持續追蹤校長專業成長的機制，以確保學校任務與目
標達成，滿足學生學習需求。
三、可行性
F1 務實的程序
F1.1 校長評鑑時程規劃及評鑑時間表經周詳討論，讓校長評鑑進行有
效率。
F1.2 校長評鑑的時程能配合學校校務運作及校長行程規劃進行，降低
干擾。
F1.3 校長評鑑資訊收集應簡單有效率，與校長平日工作相關，避免受
評校長過重負擔。
F1.4 校長評鑑能在對校長及學校最小的干擾下實施。
F2 政治的可行性

F2.2 能了解其他對校長評鑑有知的權利者的相關問題，並能適當予以
澄清。
F2.3 校長評鑑過程中能充分溝通，促進受評校長及相關利害關係人在
評鑑過程中的合作。
F3 財政上可行性
F3.1 校長評鑑的規劃、說明、自評、訪評、結果確認、改善等時程規
劃適切，使評鑑計畫能有效實施。
F3.2 校長評鑑當日的時間足夠，評鑑過程能充分溝通。
F3.3 校長評鑑結果公布後之後續專業發展改善活動時間足夠，評鑑結
果改善作為能有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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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項目

L

M

U

0.6

0.81

1.0

0.5

0.81

1.0

0.6

0.81

1.0

0.6

0.84

1.0

0.6

0.83

1.0

0.6

0.82

1.0

0.6

0.81

1.0

0.6

0.85

1.0

A3.3 在解釋校長評鑑資訊時，應考量各項情境因素，避免解釋偏誤。 0.6

0.85

1.0

0.6

0.78

1.0

0.6

0.81

1.0

0.6

0.82

1.0

行。
四、精確性
A1 效度導向
A1.1 校長評鑑制度的發展應充分與利害關係人溝通，以確保對評鑑的
充分理解及評鑑結果解釋的有效性。
A1.2 校長評鑑的實施過程應充分理解利害關係人及受評校長的看法，
以確保對受評校長工作表現的解釋具有效度。
A1.3 校長評鑑有嚴謹的程序，以校長工作表現證據進行評斷，不會產
生錯誤解釋。
A2 期望界定
A2.1 對於受評校長的資格與選擇(如任校長年資、到該校年資等)應界
定清楚或充分理解，以確保解釋評鑑資訊之有效性。
A2.2 校長評鑑應清楚界定對受評校長的角色及表現期望，使受評校長
理解其工作表現的呈現。
A2.3 評鑑委員應充分理解校長評鑑對受評校長的表現期望，以收集所
需要的資料與資訊，確保評鑑效度。
A3 脈絡的分析
A3.1 評鑑委員進行校長評鑑時，能多方瞭解及記錄影響受評校長表現
的各種因素。
A3.2 評鑑委員收集校長評鑑資訊時應理解校長任期、學校發展歷史、
社區現況等因素，以釐清校長工作表現責任。

A4 目的與程序建檔
A4.1 校長評鑑目的與評鑑程序應於計畫中清楚敘述，使評鑑者與受評
校長理解。
A4.2 評鑑之實際實施符合評鑑計畫目的，能聽取評鑑相關人員的意見
並詳實的紀錄。
A4.3 評鑑之實施應符合計畫所列之評鑑程序，並能適當記錄，以利評
鑑實施之說明、解釋與驗證。
A5 經得起考驗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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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項目

L

M

U

0.6

0.81

1.0

0.6

0.81

1.0

A6.1 確保評鑑程序對所有受評校長皆是相同的。

0.5

0.82

1.0

A6.2 評鑑資料的收集應有一定的程序，確保資料的可信度。

0.6

0.81

1.0

0.6

0.83

1.0

A7.1 評鑑所獲得的資料能系統妥善控管保存，並維持資料機密性。

0.6

0.79

1.0

A7.2 確認流程，確保評鑑委員在系統化資料蒐集的精確性。

0.6

0.82

1.0

A7.3 訓練評鑑委員的評論、編碼、分析能力，以確保解釋的可信度。 0.5

0.78

1.0

A7.4 維護既得資料之安全規定維護既得資料之安全。

0.5

0.80

1.0

0.6

0.90

1.0

0.6

0.83

1.0

A8.3 評鑑者的訓練應包含偏誤的控制與多元性察覺的訓練。

0.7

0.83

1.0

A8.4 建立適當的申訴程序，以維護受評校長之權益。

0.6

0.79

1.0

A8.5 辨識並防範評鑑中產生之持續潛在偏誤。

0.6

0.77

1.0

0.6

0.80

1.0

A9.2 評鑑者的最後報告及其處理能符合資訊的精確性與使用性。

0.5

0.79

1.0

A9.3 形成的結論應與蒐集的資料結果一致。

0.6

0.84

1.0

A10.1 校長評鑑的報告與結論能真實客觀反應校長辦學情形。

0.6

0.82

1.0

A10.2 校長評鑑的結論可從報告內容得到實際證明，具可驗證性。

0.6

0.84

1.0

A10.3 校長評鑑結論的可驗證性，使受評校長與其他有知的權利的人 0.6

0.79

1.0

A5.1 校長評鑑的資料收集能兼顧量化與質性資料的蒐集，以確保評鑑
結果的精確性，禁得起辯護。
A5.2 評鑑資訊的解釋及評鑑結果的論述，能有相關資料說明佐證，以
確保評鑑的信效度。
A6 有信度的資訊

A6.3 應有嚴謹的評鑑流程，確保評鑑結果資訊對受評者的一致性評
論。
A7 系統化的資料控管

A8 偏誤的確認與管理
A8.1 校長評鑑委員能避免受到校長的人情壓力。
A8.2 確保評鑑結果不會因評鑑者對受評校長工作表現之先入為主意
見所影響。

A9 資訊分析
A9.1 評鑑人員所蒐集的評鑑資料分析與解釋，能確實做到公平且具可
檢證性。

A10 可驗證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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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項目

L

M

U

0.6

0.85

1.0

0.5

0.81

1.0

對評鑑結論有信心。
A11 後設評鑑
A11.1 校長評鑑能定期檢討或進行後設評鑑，及時修正及避免疏漏，
讓校長評鑑得以完善並持續發展。
A11.2 校長評鑑的定期檢討能依據適當的後設評鑑標準，使後設評鑑
更為有效。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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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前述步驟，求得彙整專家意見後，各標準之三角模糊數值後，依據
Chen與Hwang(1992)所提出的模糊集合反模糊化之方法，計算出校長評鑑之後
設評鑑標準的各個標準左界值μL與右界值μR，最後以重要度左右得點法計
算μL與μR數值，得到代表此模糊數的明確值μT。此階段的資料係使用Fuzzy
Delphi 1.0版軟體計算所得，並將結果呈現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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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我國國民小學教師工作滿意度指標之三角模糊數

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標準建構之效用值
三角模糊數值

標準項目

左界值 μL 右界值 μR

總值 μT

一、適當性
P1 服務取向
P1.1 評鑑內容對受評校長的工作任務清楚描述，使參與評鑑者皆

0.254

0.893

0.819

0.325

0.855

0.765

0.325

0.855

0.765

0.382

0.840

0.729

0.373

0.862

0.744

0.388

0.826

0.719

P2.3 校長評鑑政策與程序適當，使評鑑具公平性。

0.315

0.885

0.785

P2.4 校長評鑑政策符合法令規定，保護受評校長權利。

0.388

0.826

0.719

P2.5 校長評鑑程序適切，符合相關倫理規範。

0.382

0.840

0.729

0.339

0.820

0.740

0.331

0.840

0.755

0.403

0.794

0.695

0.331

0.840

0.755

P3.5 確實遵循校長評鑑報告使用規則。

0.391

0.820

0.715

P3.6 資訊使用能注意機密性，校長私密資料得匿名處理。

0.351

0.794

0.721

0.323

0.862

0.770

能有所瞭解。
P1.2 校長評鑑能促進受評校長符合學校應有的辦學使命及教育
期望。
P1.3 校長評鑑能增進並確保受評校長的工作職責與表現。
P1.4 校長評鑑能促使受評校長的表現更能滿足學生、家長與社會
需求。
P2 適當的政策和程序
P2.1 校長評鑑指標、方法、政策等指引都清楚明列於評鑑手冊，
以利執行，並提供受評校長了解。
P2.2 校長評鑑委託者(教育局)、規劃者(政大)、評鑑者、受評校
長對評鑑規劃指引的理解有一致性。

P3 評鑑資訊的取得
P3.1 校長評鑑所蒐集的資訊能善加保護，確保資訊機密性。
P3.2 只有合法目的或被授權的人員(如教育局、評鑑者)能查閱或
使用校長評鑑資訊。
P3.3 應適度限制校長評鑑資料的存取。
P3.4 受評校長個人人事檔案能妥善保存，並限制查閱與使用者，
以保護隱私權。

P4 與受評者的互動
P4.1 進行適切的宣導，確保評鑑者以專業與建設性的方法，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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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項目

左界值 μL 右界值 μR

總值 μT

評校長進行書面與口頭的互動，增進評鑑動機。
P4.2 評鑑委員能審慎的執行評鑑，適當的理解受評校長在校的表

0.370

0.870

0.750

0.315

0.885

0.785

P4.4 與受評校長對話時應秉持體諒及謙恭的態度。

0.256

0.885

0.814

P4.5 對受評校長之個人及專業成長需求保持敏感度並予以回應。

0.244

0.935

0.845

P4.6 有適當的評鑑回饋機制協助受評校長強化表現。

0.313

0.893

0.790

0.313

0.893

0.790

P5.1 校長評鑑應同時提供優點與缺點的資訊。

0.370

0.870

0.750

P5.2 對優點能適度鼓勵，並提供想法，使優點繼續增進。

0.315

0.885

0.785

P5.3 對缺點能經討論提出可行建議，使缺點得以改進。

0.325

0.855

0.765

0.323

0.862

0.770

0.323

0.862

0.770

0.331

0.840

0.755

0.382

0.840

0.729

0.438

0.813

0.688

0.382

0.840

0.729

0.315

0.885

0.785

現情形。
P4.3 尊重人性尊嚴，維繫與受評校長的真誠互動關係，以維護自
尊。

P4.7 較敏感性的問題能在非公開的情境下給予回饋，以避免傷
害。
P5 平衡的評鑑

P6 利害衝突
P6.1 在評鑑前，應確認適當說明評鑑過程既有的與可能的利害衝
突(如受評校長的擔憂、評鑑委員判斷的掙扎等)。
P6.2 校長評鑑能以開放、坦誠的態度處理既有的與可能的利害衝
突。
P6.3 校長評鑑能適度管控利害衝突的可能影響，避免因利害衝突
而影響評鑑的過程與結果。
P7 法令上的可行性
P7.1 校長評鑑的規劃符合校長評鑑相關法令規定。
P7.2 校長評鑑的規劃應透過集體協商討論程序，訂定相關規章或
協議。
P7.3 評鑑者應依法令規定、協議或手冊指引進行評鑑，成功的執
行具公平的、效率性及合理性的校長評鑑。
二、效用性
U1 建設性導向
U1.1 校長評鑑能促發校長自我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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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項目

左界值 μL 右界值 μR

U1.2 校長評鑑能協助校長重新檢視學校的任務與目標，改善學校

總值 μT

0.368

0.877

0.755

0.320

0.870

0.775

0.313

0.893

0.790

0.331

0.840

0.755

0.397

0.806

0.705

0.391

0.820

0.715

0.325

0.855

0.765

0.328

0.847

0.760

U3.2 校長評鑑委員的資格(學者專家、卓越校長)適切。

0.323

0.862

0.770

U3.3 校長評鑑者能在評鑑過程前能接受適當的訓練。

0.376

0.855

0.739

0.382

0.840

0.729

0.379

0.847

0.734

0.333

0.833

0.750

0.388

0.826

0.719

0.325

0.855

0.765

效能，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
U1.3 校長評鑑過程能充分溝通，以確保評鑑建議有效且可行。
U1.4 評鑑的回饋意見需有促進校長改進的機制，以確保評鑑的建
設性。
U2 明確的用途
U2.1 校長評鑑於開始時即清楚的界定評鑑結果及評鑑資訊的用
途。
U2.2 校長評鑑開始前即確認評鑑結果或相關資訊的使用者（如受
評校長、教育局…等）。
U2.3 校長評鑑結果資訊的使用者能清楚理解評鑑的預期用途。
U2.4 在校長評鑑開始前及在評鑑過程中，能充分與使用者溝通，
理解其使用需求，使評鑑問題或議題獲得適當的處理。
U3 評鑑者的資格
U3.1 負責發展與管理校長評鑑制度的單位，其資格與能力值得尊
重與信任。

U3.4 校長評鑑制度及評鑑委員值得信任，使評鑑結果受到尊重，
評鑑報告能被適當的處理與採用。
U4 明確的指標規準
U4.1 校長評鑑指標敘寫清楚，能反映受評校長應有的工作表現，
並易於理解。
U4.2 指標建構與修正程序適切，能考量利害關係人意見(如教育
局、評鑑委員、受評校長等)。
U4.3 校長評鑑指標的意涵能取得評鑑委員的共識，提供較一致性
的評鑑資訊解釋與判斷基礎。
U4.4 確保所有利害關係人對校長評鑑指標的理解相近，讓解釋、
判斷時具有一致性的辯護基礎。
U5 具功能性的評鑑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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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項目

左界值 μL 右界值 μR

U5.1 校長評鑑報告的呈現方式應清楚且精確，以利閱讀者充分理
解評鑑報告的意涵。
U5.2 校長評鑑結果的報告發布應及時，確保評鑑功能發揮。
U5.3 校長評鑑報告應以評鑑目的及校長職責為焦點，確保適當
性。
U5.4 校長評鑑報告的內容呈現方式應讓評鑑利害關係人(如閱讀
評鑑報告者或受評者)了解，以確保其使用功能。
U5.5 校長評鑑委託單位建有管控系統，以確保評鑑報告的清楚精
確、適當且及時。

總值 μT

0.331

0.840

0.755

0.388

0.826

0.719

0.323

0.862

0.770

0.331

0.840

0.755

0.333

0.833

0.750

0.373

0.862

0.744

0.320

0.870

0.775

0.250

0.909

0.830

0.323

0.862

0.770

0.328

0.847

0.760

0.331

0.840

0.755

0.323

0.862

0.770

0.331

0.840

0.755

0.379

0.847

0.734

U6 專業發展
U6.1 校長評鑑能讓評鑑使用者及受評校長了解其需要專業發展
的評鑑領域向度。
U6.2 校長評鑑的規劃能促使校長進行專業發展，確保其校長角色
的任務與責任。
U6.3 校長評鑑有持續追蹤校長專業成長的機制，以確保學校任務
與目標達成，滿足學生學習需求。
三、可行性
F1 務實的程序
F1.1 校長評鑑時程規劃及評鑑時間表經周詳討論，讓校長評鑑進
行有效率。
F1.2 校長評鑑的時程能配合學校校務運作及校長行程規劃進行，
降低干擾。
F1.3 校長評鑑資訊收集應簡單有效率，與校長平日工作相關，避
免受評校長過重負擔。
F1.4 校長評鑑能在對校長及學校最小的干擾下實施。
F2 政治的可行性
F2.1 校長評鑑的計畫與執行過程中，能了解受評校長的期望，並
澄清、處理其對評鑑的問題疑慮。
F2.2 能了解其他對校長評鑑有知的權利者的相關問題，並能適當
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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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項目

左界值 μL 右界值 μR

F2.3 校長評鑑過程中能充分溝通，促進受評校長及相關利害關係
人在評鑑過程中的合作。

總值 μT

0.323

0.862

0.770

0.370

0.870

0.750

0.339

0.820

0.740

0.391

0.820

0.715

0.339

0.820

0.740

0.331

0.840

0.755

0.382

0.840

0.729

0.331

0.840

0.755

0.323

0.862

0.770

0.325

0.855

0.765

0.328

0.847

0.760

0.331

0.840

0.755

0.320

0.870

0.775

F3 財政上可行性
F3.1 校長評鑑的規劃、說明、自評、訪評、結果確認、改善等時
程規劃適切，使評鑑計畫能有效實施。
F3.2 校長評鑑當日的時間足夠，評鑑過程能充分溝通。
F3.3 校長評鑑結果公布後之後續專業發展改善活動時間足夠，評
鑑結果改善作為能有效實施。
P3.4 委託單位提供校長評鑑充足的人力與經費資源，確促評鑑計
畫可行。
四、精確性
A1 效度導向
A1.1 校長評鑑制度的發展應充分與利害關係人溝通，以確保對評
鑑的充分理解及評鑑結果解釋的有效性。
A1.2 校長評鑑的實施過程應充分理解利害關係人及受評校長的
看法，以確保對受評校長工作表現的解釋具有效度。
A1.3 校長評鑑有嚴謹的程序，以校長工作表現證據進行評斷，不
會產生錯誤解釋。
A2 期望界定
A2.1 對於受評校長的資格與選擇(如任校長年資、到該校年資等)
應界定清楚或充分理解，以確保解釋評鑑資訊之有效性。
A2.2 校長評鑑應清楚界定對受評校長的角色及表現期望，使受評
校長理解其工作表現的呈現。
A2.3 評鑑委員應充分理解校長評鑑對受評校長的表現期望，以收
集所需要的資料與資訊，確保評鑑效度。
A3 脈絡的分析
A3.1 評鑑委員進行校長評鑑時，能多方瞭解及記錄影響受評校長
表現的各種因素。
A3.2 評鑑委員收集校長評鑑資訊時應理解校長任期、學校發展歷
史、社區現況等因素，以釐清校長工作表現責任。

43

三角模糊數值

標準項目

左界值 μL 右界值 μR

A3.3 在解釋校長評鑑資訊時，應考量各項情境因素，避免解釋偏

總值 μT

0.320

0.870

0.775

0.339

0.820

0.740

0.331

0.840

0.755

0.328

0.847

0.760

0.331

0.840

0.755

0.331

0.840

0.755

A6.1 確保評鑑程序對所有受評校長皆是相同的。

0.379

0.847

0.734

A6.2 評鑑資料的收集應有一定的程序，確保資料的可信度。

0.331

0.840

0.755

0.325

0.855

0.765

0.336

0.826

0.745

0.328

0.847

0.760

0.391

0.820

0.715

0.385

0.833

0.724

0.308

0.909

0.801

0.325

0.855

0.765

誤。
A4 目的與程序建檔
A4.1 校長評鑑目的與評鑑程序應於計畫中清楚敘述，使評鑑者與
受評校長理解。
A4.2 評鑑之實際實施符合評鑑計畫目的，能聽取評鑑相關人員的
意見並詳實的紀錄。
A4.3 評鑑之實施應符合計畫所列之評鑑程序，並能適當記錄，以
利評鑑實施之說明、解釋與驗證。
A5 經得起考驗的資訊
A5.1 校長評鑑的資料收集能兼顧量化與質性資料的蒐集，以確保
評鑑結果的精確性，禁得起辯護。
A5.2 評鑑資訊的解釋及評鑑結果的論述，能有相關資料說明佐
證，以確保評鑑的信效度。
A6 有信度的資訊

A6.3 應有嚴謹的評鑑流程，確保評鑑結果資訊對受評者的一致性
評論。
A7 系統化的資料控管
A7.1 評鑑所獲得的資料能系統妥善控管保存，並維持資料機密
性。
A7.2 確認流程，確保評鑑委員在系統化資料蒐集的精確性。
A7.3 訓練評鑑委員的評論、編碼、分析能力，以確保解釋的可信
度。
A7.4 維護既得資料之安全規定維護既得資料之安全。
A8 偏誤的確認與管理
A8.1 校長評鑑委員能避免受到校長的人情壓力。
A8.2 確保評鑑結果不會因評鑑者對受評校長工作表現之先入為
主意見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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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項目

左界值 μL 右界值 μR

總值 μT

A8.3 評鑑者的訓練應包含偏誤的控制與多元性察覺的訓練。

0.265

0.855

0.795

A8.4 建立適當的申訴程序，以維護受評校長之權益。

0.336

0.826

0.745

A8.5 辨識並防範評鑑中產生之持續潛在偏誤。

0.342

0.813

0.736

0.333

0.833

0.750

A9.2 評鑑者的最後報告及其處理能符合資訊的精確性與使用性。

0.388

0.826

0.719

A9.3 形成的結論應與蒐集的資料結果一致。

0.323

0.862

0.770

0.328

0.847

0.760

A10.2 校長評鑑的結論可從報告內容得到實際證明，具可驗證性。 0.323

0.862

0.770

0.336

0.826

0.745

0.320

0.870

0.775

0.382

0.840

0.729

A9 資訊分析
A9.1 評鑑人員所蒐集的評鑑資料分析與解釋，能確實做到公平且
具可檢證性。

A10 可驗證的結論
A10.1 校長評鑑的報告與結論能真實客觀反應校長辦學情形。

A10.3 校長評鑑結論的可驗證性，使受評校長與其他有知的權利
的人對評鑑結論有信心。
A11 後設評鑑
A11.1 校長評鑑能定期檢討或進行後設評鑑，及時修正及避免疏
漏，讓校長評鑑得以完善並持續發展。
A11.2 校長評鑑的定期檢討能依據適當的後設評鑑標準，使後設
評鑑更為有效。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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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Fuzzy Delphi 1.0版計算出各項標準的單獨總值後，下一步驟是設
定本研究的門檻值，篩選總值過低的指標並剔除，將保留的指標整理後形成
最後的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標準。接著藉由前述L、M及U三項數值，經由解模
糊化後求得左界值（μL）及右界值（μR），最後依照Chen與Hwang(1992)的
重要度左右得點法求得總值（μT）。
其門檻值根據Chen與Hwang(1992)所界定的五等級語意變數模糊數，採重
要性為「重要」的語意之模糊數最小適切值0.6為本研究之門檻值。本研究，
若有標準之總值小於最小適切值0.6者，則判斷為不適用並予以刪除。篩選本
研究所訂定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標準，計所有標準之總值皆高於門檻值0.6，
故本階段所有標準皆保留，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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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我國國民小學教師工作滿意度指標之三角模糊數

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標準建構之總值篩選表
總值 μT

標準項目

決策

一、適當性
P1 服務取向
P1.1 評鑑內容對受評校長的工作任務清楚描述，使參與評鑑者皆能有所瞭解。 0.819

保留

P1.2 校長評鑑能促進受評校長符合學校應有的辦學使命及教育期望。

0.765

保留

P1.3 校長評鑑能增進並確保受評校長的工作職責與表現。

0.765

保留

P1.4 校長評鑑能促使受評校長的表現更能滿足學生、家長與社會需求。

0.729

保留

0.744

保留

0.719

保留

P2.3 校長評鑑政策與程序適當，使評鑑具公平性。

0.785

保留

P2.4 校長評鑑政策符合法令規定，保護受評校長權利。

0.719

保留

P2.5 校長評鑑程序適切，符合相關倫理規範。

0.729

保留

0.740

保留

0.755

保留

0.695

保留

P3.4 受評校長個人人事檔案能妥善保存，並限制查閱與使用者，以保護隱私權。 0.755

保留

P3.5 確實遵循校長評鑑報告使用規則。

0.715

保留

P3.6 資訊使用能注意機密性，校長私密資料得匿名處理。

0.721

保留

0.770

保留

P4.2 評鑑委員能審慎的執行評鑑，適當的理解受評校長在校的表現情形。

0.750

保留

P4.3 尊重人性尊嚴，維繫與受評校長的真誠互動關係，以維護自尊。

0.785

保留

P4.4 與受評校長對話時應秉持體諒及謙恭的態度。

0.814

保留

P4.5 對受評校長之個人及專業成長需求保持敏感度並予以回應。

0.845

保留

P2 適當的政策和程序
P2.1 校長評鑑指標、方法、政策等指引都清楚明列於評鑑手冊，以利執行，並
提供受評校長了解。
P2.2 校長評鑑委託者(教育局)、規劃者(政大)、評鑑者、受評校長對評鑑規劃
指引的理解有一致性。

P3 評鑑資訊的取得
P3.1 校長評鑑所蒐集的資訊能善加保護，確保資訊機密性。
P3.2 只有合法目的或被授權的人員(如教育局、評鑑者)能查閱或使用校長評鑑
資訊。
P3.3 應適度限制校長評鑑資料的存取。

P4 與受評者的互動
P4.1 進行適切的宣導，確保評鑑者以專業與建設性的方法，與受評校長進行書
面與口頭的互動，增進評鑑動機。

47

總值 μT

決策

P4.6 有適當的評鑑回饋機制協助受評校長強化表現。

0.790

保留

P4.7 較敏感性的問題能在非公開的情境下給予回饋，以避免傷害。

0.790

保留

P5.1 校長評鑑應同時提供優點與缺點的資訊。

0.750

保留

P5.2 對優點能適度鼓勵，並提供想法，使優點繼續增進。

0.785

保留

P5.3 對缺點能經討論提出可行建議，使缺點得以改進。

0.765

保留

0.770

保留

0.770

保留

0.755

保留

P7.1 校長評鑑的規劃符合校長評鑑相關法令規定。

0.729

保留

P7.2 校長評鑑的規劃應透過集體協商討論程序，訂定相關規章或協議。

0.688

保留

0.729

保留

0.785

保留

0.755

保留

U1.3 校長評鑑過程能充分溝通，以確保評鑑建議有效且可行。

0.775

保留

U1.4 評鑑的回饋意見需有促進校長改進的機制，以確保評鑑的建設性。

0.790

保留

0.755

保留

0.705

保留

0.715

保留

0.765

保留

標準項目

P5 平衡的評鑑

P6 利害衝突
P6.1 在評鑑前，應確認適當說明評鑑過程既有的與可能的利害衝突(如受評校
長的擔憂、評鑑委員判斷的掙扎等)。
P6.2 校長評鑑能以開放、坦誠的態度處理既有的與可能的利害衝突。
P6.3 校長評鑑能適度管控利害衝突的可能影響，避免因利害衝突而影響評鑑的
過程與結果。
P7 法令上的可行性

P7.3 評鑑者應依法令規定、協議或手冊指引進行評鑑，成功的執行具公平的、
效率性及合理性的校長評鑑。
二、效用性
U1 建設性導向
U1.1 校長評鑑能促發校長自我發展機會。
U1.2 校長評鑑能協助校長重新檢視學校的任務與目標，改善學校效能，提供優
質的教育服務。

U2 明確的用途
U2.1 校長評鑑於開始時即清楚的界定評鑑結果及評鑑資訊的用途。
U2.2 校長評鑑開始前即確認評鑑結果或相關資訊的使用者（如受評校長、教育
局…等）。
U2.3 校長評鑑結果資訊的使用者能清楚理解評鑑的預期用途。
U2.4 在校長評鑑開始前及在評鑑過程中，能充分與使用者溝通，理解其使用需
求，使評鑑問題或議題獲得適當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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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值 μT

決策

U3.1 負責發展與管理校長評鑑制度的單位，其資格與能力值得尊重與信任。

0.760

保留

U3.2 校長評鑑委員的資格(學者專家、卓越校長)適切。

0.770

保留

U3.3 校長評鑑者能在評鑑過程前能接受適當的訓練。

0.739

保留

0.729

保留

U4.1 校長評鑑指標敘寫清楚，能反映受評校長應有的工作表現，並易於理解。 0.734

保留

標準項目
U3 評鑑者的資格

U3.4 校長評鑑制度及評鑑委員值得信任，使評鑑結果受到尊重，評鑑報告能被
適當的處理與採用。
U4 明確的指標規準

U4.2 指標建構與修正程序適切，能考量利害關係人意見(如教育局、評鑑委員、

0.750

保留

0.719

保留

0.765

保留

0.755

保留

U5.2 校長評鑑結果的報告發布應及時，確保評鑑功能發揮。

0.719

保留

U5.3 校長評鑑報告應以評鑑目的及校長職責為焦點，確保適當性。

0.770

保留

0.755

保留

0.750

保留

0.744

保留

0.775

保留

0.830

保留

受評校長等)。
U4.3 校長評鑑指標的意涵能取得評鑑委員的共識，提供較一致性的評鑑資訊解
釋與判斷基礎。
U4.4 確保所有利害關係人對校長評鑑指標的理解相近，讓解釋、判斷時具有
一致性的辯護基礎。
U5 具功能性的評鑑報告
U5.1 校長評鑑報告的呈現方式應清楚且精確，以利閱讀者充分理解評鑑報告的
意涵。

U5.4 校長評鑑報告的內容呈現方式應讓評鑑利害關係人(如閱讀評鑑報告者或
受評者)了解，以確保其使用功能。
U5.5 校長評鑑委託單位建有管控系統，以確保評鑑報告的清楚精確、適當且及
時。
U6 專業發展
U6.1 校長評鑑能讓評鑑使用者及受評校長了解其需要專業發展的評鑑領域向
度。
U6.2 校長評鑑的規劃能促使校長進行專業發展，確保其校長角色的任務與責
任。
U6.3 校長評鑑有持續追蹤校長專業成長的機制，以確保學校任務與目標達成，
滿足學生學習需求。
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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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值 μT

決策

F1.1 校長評鑑時程規劃及評鑑時間表經周詳討論，讓校長評鑑進行有效率。

0.770

保留

F1.2 校長評鑑的時程能配合學校校務運作及校長行程規劃進行，降低干擾。

0.760

保留

0.755

保留

0.770

保留

0.755

保留

0.734

保留

0.770

保留

0.750

保留

0.740

保留

0.715

保留

0.740

保留

0.755

保留

0.729

保留

0.755

保留

0.770

保留

0.765

保留

標準項目
F1 務實的程序

F1.3 校長評鑑資訊收集應簡單有效率，與校長平日工作相關，避免受評校長過
重負擔。
F1.4 校長評鑑能在對校長及學校最小的干擾下實施。
F2 政治的可行性
F2.1 校長評鑑的計畫與執行過程中，能了解受評校長的期望，並澄清、處理其
對評鑑的問題疑慮。
F2.2 能了解其他對校長評鑑有知的權利者的相關問題，並能適當予以澄清。
F2.3 校長評鑑過程中能充分溝通，促進受評校長及相關利害關係人在評鑑過程
中的合作。
F3 財政上可行性
F3.1 校長評鑑的規劃、說明、自評、訪評、結果確認、改善等時程規劃適切，
使評鑑計畫能有效實施。
F3.2 校長評鑑當日的時間足夠，評鑑過程能充分溝通。
F3.3 校長評鑑結果公布後之後續專業發展改善活動時間足夠，評鑑結果改善作
為能有效實施。
P3.4 委託單位提供校長評鑑充足的人力與經費資源，確促評鑑計畫可行。
四、精確性
A1 效度導向
A1.1 校長評鑑制度的發展應充分與利害關係人溝通，以確保對評鑑的充分理解
及評鑑結果解釋的有效性。
A1.2 校長評鑑的實施過程應充分理解利害關係人及受評校長的看法，以確保對
受評校長工作表現的解釋具有效度。
A1.3 校長評鑑有嚴謹的程序，以校長工作表現證據進行評斷，不會產生錯誤解
釋。
A2 期望界定
A2.1 對於受評校長的資格與選擇(如任校長年資、到該校年資等)應界定清楚或
充分理解，以確保解釋評鑑資訊之有效性。
A2.2 校長評鑑應清楚界定對受評校長的角色及表現期望，使受評校長理解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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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值 μT

決策

0.760

保留

0.755

保留

0.775

保留

0.775

保留

0.740

保留

0.755

保留

0.760

保留

0.755

保留

0.755

保留

A6.1 確保評鑑程序對所有受評校長皆是相同的。

0.734

保留

A6.2 評鑑資料的收集應有一定的程序，確保資料的可信度。

0.755

保留

A6.3 應有嚴謹的評鑑流程，確保評鑑結果資訊對受評者的一致性評論。

0.765

保留

A7.1 評鑑所獲得的資料能系統妥善控管保存，並維持資料機密性。

0.745

保留

A7.2 確認流程，確保評鑑委員在系統化資料蒐集的精確性。

0.760

保留

A7.3 訓練評鑑委員的評論、編碼、分析能力，以確保解釋的可信度。

0.715

保留

A7.4 維護既得資料之安全規定維護既得資料之安全。

0.724

保留

標準項目
作表現的呈現。
A2.3 評鑑委員應充分理解校長評鑑對受評校長的表現期望，以收集所需要的資
料與資訊，確保評鑑效度。
A3 脈絡的分析
A3.1 評鑑委員進行校長評鑑時，能多方瞭解及記錄影響受評校長表現的各種因
素。
A3.2 評鑑委員收集校長評鑑資訊時應理解校長任期、學校發展歷史、社區現況
等因素，以釐清校長工作表現責任。
A3.3 在解釋校長評鑑資訊時，應考量各項情境因素，避免解釋偏誤。
A4 目的與程序建檔
A4.1 校長評鑑目的與評鑑程序應於計畫中清楚敘述，使評鑑者與受評校長理
解。
A4.2 評鑑之實際實施符合評鑑計畫目的，能聽取評鑑相關人員的意見並詳實的
紀錄。
A4.3 評鑑之實施應符合計畫所列之評鑑程序，並能適當記錄，以利評鑑實施之
說明、解釋與驗證。
A5 經得起考驗的資訊
A5.1 校長評鑑的資料收集能兼顧量化與質性資料的蒐集，以確保評鑑結果的精
確性，禁得起辯護。
A5.2 評鑑資訊的解釋及評鑑結果的論述，能有相關資料說明佐證，以確保評鑑
的信效度。
A6 有信度的資訊

A7 系統化的資料控管

A8 偏誤的確認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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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值 μT

決策

0.801

保留

A8.2 確保評鑑結果不會因評鑑者對受評校長工作表現之先入為主意見所影響。 0.765

保留

A8.3 評鑑者的訓練應包含偏誤的控制與多元性察覺的訓練。

0.795

保留

A8.4 建立適當的申訴程序，以維護受評校長之權益。

0.745

保留

A8.5 辨識並防範評鑑中產生之持續潛在偏誤。

0.736

保留

A9.1 評鑑人員所蒐集的評鑑資料分析與解釋，能確實做到公平且具可檢證性。 0.750

保留

A9.2 評鑑者的最後報告及其處理能符合資訊的精確性與使用性。

0.719

保留

A9.3 形成的結論應與蒐集的資料結果一致。

0.770

保留

A10.1 校長評鑑的報告與結論能真實客觀反應校長辦學情形。

0.760

保留

A10.2 校長評鑑的結論可從報告內容得到實際證明，具可驗證性。

0.770

保留

0.745

保留

0.775

保留

A11.2 校長評鑑的定期檢討能依據適當的後設評鑑標準，使後設評鑑更為有效。 0.729

保留

標準項目
A8.1 校長評鑑委員能避免受到校長的人情壓力。

A9 資訊分析

A10 可驗證的結論

A10.3 校長評鑑結論的可驗證性，使受評校長與其他有知的權利的人對評鑑結
論有信心。
A11 後設評鑑
A11.1 校長評鑑能定期檢討或進行後設評鑑，及時修正及避免疏漏，讓校長評
鑑得以完善並持續發展。

註：門檻值為 0.6。

經由門檻值之設定與篩選後，正式確立本研究所建構校長評鑑之後設評
鑑標準。接著，以平均數來瞭解各層面和標準上重要程度可能性最高之分布
狀況，此階段資料使用Microsoft Excel 2013軟體來計算並整理。下表呈現
本研究中各標準之平均數：
表

我國國民小學教師工作滿意度指標之三角模糊數

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標準之平均數
層面

一、

標準

P1 服務取向

檢核點

平均數

P1.1 評鑑內容對受評校長的工作任務清楚描 0.89
述，使參與評鑑者皆能有所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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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層面

平均數

平均數

0.84

0.83

層面

標準

檢核點

平均數

標準

層面

平均數

平均數

P1.2 校長評鑑能促進受評校長符合學校應有 0.83

適

的辦學使命及教育期望。

當

P1.3 校長評鑑能增進並確保受評校長的工作 0.83

性

職責與表現。
P1.4 校長評鑑能促使受評校長的表現更能滿 0.81
足學生、家長與社會需求。
P2 適當的政
策和程序

P2.1 校長評鑑指標、方法、政策等指引都清 0.84

0.82

楚明列於評鑑手冊，以利執行，並提供受評校
長了解。
P2.2 校長評鑑委託者(教育局)、規劃者(政大)、 0.80
評鑑者、受評校長對評鑑規劃指引的理解有一
致性。
P2.3 校長評鑑政策與程序適當，使評鑑具公 0.87
平性。
P2.4 校長評鑑政策符合法令規定，保護受評 0.80
校長權利。
P2.5 校長評鑑程序適切，符合相關倫理規範。 0.81

P3 評鑑資訊
的取得

P3.1 校長評鑑所蒐集的資訊能善加保護，確 0.79

0.78

保資訊機密性。
P3.2 只有合法目的或被授權的人員(如教育 0.81
局、評鑑者)能查閱或使用校長評鑑資訊。
P3.3 應適度限制校長評鑑資料的存取。

0.74

P3.4 受評校長個人人事檔案能妥善保存，並 0.81
限制查閱與使用者，以保護隱私權。
P3.5 確實遵循校長評鑑報告使用規則。

0.79

P3.6 資訊使用能注意機密性，校長私密資料 0.74
得匿名處理。
P4 與受評者

P4.1 進行適切的宣導，確保評鑑者以專業與 0.84
建設性的方法，與受評校長進行書面與口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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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

層面

標準

的互動

檢核點

平均數

標準

層面

平均數

平均數

互動，增進評鑑動機。
P4.2 評鑑委員能審慎的執行評鑑，適當的理 0.86
解受評校長在校的表現情形。
P4.3 尊重人性尊嚴，維繫與受評校長的真誠 0.87
互動關係，以維護自尊。
P4.4 與受評校長對話時應秉持體諒及謙恭的 0.87
態度。
P4.5 對受評校長之個人及專業成長需求保持 0.93
敏感度並予以回應。
P4.6 有適當的評鑑回饋機制協助受評校長強 0.89
化表現。
P4.7 較敏感性的問題能在非公開的情境下給 0.89
予回饋，以避免傷害。

P5 平衡的評
鑑

P5.1 校長評鑑應同時提供優點與缺點的資 0.86

0.85

訊。
P5.2 對優點能適度鼓勵，並提供想法，使優 0.87
點繼續增進。
P5.3 對缺點能經討論提出可行建議，使缺點 0.83
得以改進。

P6 利害衝突

P6.1 在評鑑前，應確認適當說明評鑑過程既 0.84

0.83

有的與可能的利害衝突(如受評校長的擔憂、
評鑑委員判斷的掙扎等)。
P6.2 校長評鑑能以開放、坦誠的態度處理既 0.84
有的與可能的利害衝突。
P6.3 校長評鑑能適度管控利害衝突的可能影 0.81
響，避免因利害衝突而影響評鑑的過程與結
果。
P7 法令上的
可行性

P7.1 校長評鑑的規劃符合校長評鑑相關法令 0.81
規定。
P7.2 校長評鑑的規劃應透過集體協商討論程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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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標準

檢核點

平均數

標準

層面

平均數

平均數

0.87

0.83

序，訂定相關規章或協議。
P7.3 評鑑者應依法令規定、協議或手冊指引 0.81
進行評鑑，成功的執行具公平的、效率性及合
理性的校長評鑑。
二、

U1 建設性導

U1.1 校長評鑑能促發校長自我發展機會。

效

向

U1.2 校長評鑑能協助校長重新檢視學校的任 0.87

0.87

務與目標，改善學校效能，提供優質的教育服

用

務。
性

U1.3 校長評鑑過程能充分溝通，以確保評鑑 0.86
建議有效且可行。
U1.4 評鑑的回饋意見需有促進校長改進的機 0.89
制，以確保評鑑的建設性。
U2 明確的用
途

U2.1 校長評鑑於開始時即清楚的界定評鑑結 0.81

0.80

果及評鑑資訊的用途。
U2.2 校長評鑑開始前即確認評鑑結果或相關 0.77
資訊的使用者（如受評校長、教育局…等）。
U2.3 校長評鑑結果資訊的使用者能清楚理解 0.79
評鑑的預期用途。
U2.4 在校長評鑑開始前及在評鑑過程中，能 0.83
充分與使用者溝通，理解其使用需求，使評鑑
問題或議題獲得適當的處理。

U3 評鑑者的
資格

U3.1 負責發展與管理校長評鑑制度的單位， 0.83
其資格與能力值得尊重與信任。
U3.2 校長評鑑委員的資格(學者專家、卓越校 0.84
長)適切。
U3.3 校長評鑑者能在評鑑過程前能接受適當 0.84
的訓練。
U3.4 校長評鑑制度及評鑑委員值得信任，使 0.81
評鑑結果受到尊重，評鑑報告能被適當的處理
與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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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

層面

標準

U4 明確的指
標規準

檢核點

平均數

U4.1 校長評鑑指標敘寫清楚，能反映受評校 0.83

標準

層面

平均數

平均數

0.82

長應有的工作表現，並易於理解。
U4.2 指標建構與修正程序適切，能考量利害 0.80
關係人意見(如教育局、評鑑委員、受評校長
等)。
U4.3 校長評鑑指標的意涵能取得評鑑委員的 0.80
共識，提供較一致性的評鑑資訊解釋與判斷基
礎。
U4.4 確保所有利害關係人對校長評鑑指標 0.83
的理解相近，讓解釋、判斷時具有一致性的辯
護基礎。

U5 具功能性
的評鑑報告

U5.1 校長評鑑報告的呈現方式應清楚且精 0.81

0.81

確，以利閱讀者充分理解評鑑報告的意涵。
U5.2 校長評鑑結果的報告發布應及時，確保 0.80
評鑑功能發揮。
U5.3 校長評鑑報告應以評鑑目的及校長職責 0.84
為焦點，確保適當性。
U5.4 校長評鑑報告的內容呈現方式應讓評鑑 0.81
利害關係人(如閱讀評鑑報告者或受評者)了
解，以確保其使用功能。
U5.5 校長評鑑委託單位建有管控系統，以確 0.80
保評鑑報告的清楚精確、適當且及時。

U6 專業發展

U6.1 校長評鑑能讓評鑑使用者及受評校長了 0.84

0.87

解其需要專業發展的評鑑領域向度。
U6.2 校長評鑑的規劃能促使校長進行專業發 0.86
展，確保其校長角色的任務與責任。
U6.3 校長評鑑有持續追蹤校長專業成長的機 0.90
制，以確保學校任務與目標達成，滿足學生學
習需求。
三、

F1 務實的程

F1.1 校長評鑑時程規劃及評鑑時間表經周詳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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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

0.82

層面

可

標準

序

檢核點

平均數

標準

層面

平均數

平均數

討論，讓校長評鑑進行有效率。
F1.2 校長評鑑的時程能配合學校校務運作及 0.83

行

校長行程規劃進行，降低干擾。
性

F1.3 校長評鑑資訊收集應簡單有效率，與校 0.81
長平日工作相關，避免受評校長過重負擔。
F1.4 校長評鑑能在對校長及學校最小的干擾 0.84
下實施。
F2 政治的可
行性

F2.1 校長評鑑的計畫與執行過程中，能了解 0.81

0.83

受評校長的期望，並澄清、處理其對評鑑的問
題疑慮。
F2.2 能了解其他對校長評鑑有知的權利者的 0.83
相關問題，並能適當予以澄清。
F2.3 校長評鑑過程中能充分溝通，促進受評 0.84
校長及相關利害關係人在評鑑過程中的合作。

F3 財政上可
行性

F3.1 校長評鑑的規劃、說明、自評、訪評、 0.86

0.81

結果確認、改善等時程規劃適切，使評鑑計畫
能有效實施。
F3.2 校長評鑑當日的時間足夠，評鑑過程能 0.79
充分溝通。
F3.3 校長評鑑結果公布後之後續專業發展改 0.79
善活動時間足夠，評鑑結果改善作為能有效實
施。
P3.4 委託單位提供校長評鑑充足的人力與經 0.79
費資源，確促評鑑計畫可行。

四、
精

A1 效度導向

A1.1 校長評鑑制度的發展應充分與利害關係 0.81
人溝通，以確保對評鑑的充分理解及評鑑結果
解釋的有效性。

確

A1.2 校長評鑑的實施過程應充分理解利害關 0.81

性

係人及受評校長的看法，以確保對受評校長工
作表現的解釋具有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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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

0.82

層面

標準

檢核點

平均數

標準

層面

平均數

平均數

A1.3 校長評鑑有嚴謹的程序，以校長工作表 0.81
現證據進行評斷，不會產生錯誤解釋。
A2 期望界定

A2.1 對於受評校長的資格與選擇(如任校長年 0.84

0.83

資、到該校年資等)應界定清楚或充分理解，
以確保解釋評鑑資訊之有效性。
A2.2 校長評鑑應清楚界定對受評校長的角色 0.83
及表現期望，使受評校長理解其工作表現的呈
現。
A2.3 評鑑委員應充分理解校長評鑑對受評校 0.83
長的表現期望，以收集所需要的資料與資訊，
確保評鑑效度。
A3 脈絡的分
析

A3.1 評鑑委員進行校長評鑑時，能多方瞭解 0.81

0.84

及記錄影響受評校長表現的各種因素。
A3.2 評鑑委員收集校長評鑑資訊時應理解校 0.86
長任期、學校發展歷史、社區現況等因素，以
釐清校長工作表現責任。
A3.3 在解釋校長評鑑資訊時，應考量各項情 0.86
境因素，避免解釋偏誤。

A4 目的與程
序建檔

A4.1 校長評鑑目的與評鑑程序應於計畫中清 0.79

0.81

楚敘述，使評鑑者與受評校長理解。
A4.2 評鑑之實際實施符合評鑑計畫目的，能 0.81
聽取評鑑相關人員的意見並詳實的紀錄。
A4.3 評鑑之實施應符合計畫所列之評鑑程 0.83
序，並能適當記錄，以利評鑑實施之說明、解
釋與驗證。

A5 經得起考
驗的資訊

A5.1 校長評鑑的資料收集能兼顧量化與質性 0.81
資料的蒐集，以確保評鑑結果的精確性，禁得
起辯護。
A5.2 評鑑資訊的解釋及評鑑結果的論述，能 0.81
有相關資料說明佐證，以確保評鑑的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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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

層面

標準

A6 有信度的
資訊

檢核點

平均數

A6.1 確保評鑑程序對所有受評校長皆是相同 0.83

標準

層面

平均數

平均數

0.82

的。
A6.2 評鑑資料的收集應有一定的程序，確保 0.81
資料的可信度。
A6.3 應有嚴謹的評鑑流程，確保評鑑結果資 0.83
訊對受評者的一致性評論。

A7 系統化的
資料控管

A7.1 評鑑所獲得的資料能系統妥善控管保 0.80

0.81

存，並維持資料機密性。
A7.2 確認流程，確保評鑑委員在系統化資料 0.83
蒐集的精確性。
A7.3 訓練評鑑委員的評論、編碼、分析能力， 0.79
以確保解釋的可信度。
A7.4 維護既得資料之安全規定維護既得資料 0.80
之安全。

A8 偏誤的確
認與管理

A8.1 校長評鑑委員能避免受到校長的人情壓 0.90

0.83

力。
A8.2 確保評鑑結果不會因評鑑者對受評校長 0.83
工作表現之先入為主意見所影響。
A8.3 評鑑者的訓練應包含偏誤的控制與多元 0.83
性察覺的訓練。
A8.4 建立適當的申訴程序，以維護受評校長 0.80
之權益。
A8.5 辨識並防範評鑑中產生之持續潛在偏 0.77
誤。

A9 資訊分析

A9.1 評鑑人員所蒐集的評鑑資料分析與解 0.80

0.81

釋，能確實做到公平且具可檢證性。
A9.2 評鑑者的最後報告及其處理能符合資訊 0.80
的精確性與使用性。
A9.3 形成的結論應與蒐集的資料結果一致。
A10 可驗證的

0.84

A10.1 校長評鑑的報告與結論能真實客觀反 0.83
59

0.82

層面

標準

結論

檢核點

平均數

標準

層面

平均數

平均數

應校長辦學情形。
A10.2 校長評鑑的結論可從報告內容得到實 0.84
際證明，具可驗證性。
A10.3 校長評鑑結論的可驗證性，使受評校長 0.80
與其他有知的權利的人對評鑑結論有信心。

A11 後設評鑑

A11.1 校長評鑑能定期檢討或進行後設評 0.86
鑑，及時修正及避免疏漏，讓校長評鑑得以完
善並持續發展。
A11.2 校長評鑑的定期檢討能依據適當的後 0.81
設評鑑標準，使後設評鑑更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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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

五、第一年研究結論
一、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標準包含四層面，計有二十七標準、一百個檢核
點
本研究經文獻探討初步建構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標準，透過模糊德懷術
分析專家學者對各標準重要性程度的意見，篩選出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標
準，包含四層面與二十七標準，共一百個檢核點。茲列出各層面、標準和檢
核點如下：
一、「適當性」層面
「P1 服務取向」
P1.1 評鑑內容對受評校長的工作任務清楚描述，使參與評鑑者皆能有所瞭解。
P1.2 校長評鑑能促進受評校長符合學校應有的辦學使命及教育期望。
P1.3 校長評鑑能增進並確保受評校長的工作職責與表現。
P1.4 校長評鑑能促使受評校長的表現更能滿足學生、家長與社會需求。
「P2 適當的政策和程序」
P2.1 校長評鑑指標、方法、政策等指引都清楚明列於評鑑手冊，以利執行，並提供受
評校長了解。
P2.2 校長評鑑委託者(教育局)、規劃者(政大)、評鑑者、受評校長對評鑑規劃指引的理
解有一致性。
P2.3 校長評鑑政策與程序適當，使評鑑具公平性。
P2.4 校長評鑑政策符合法令規定，保護受評校長權利。
P2.5 校長評鑑程序適切，符合相關倫理規範。
「P3 評鑑資訊的取得」
P3.1 校長評鑑所蒐集的資訊能善加保護，確保資訊機密性。
P3.2 只有合法目的或被授權的人員（如教育局、評鑑者）能查閱或使用校長評鑑資訊。
P3.3 應適度限制校長評鑑資料的存取。
P3.4 受評校長個人人事檔案能妥善保存，並限制查閱與使用者，以保護隱私權。
P3.5 確實遵循校長評鑑報告使用規則。
P3.6 資訊使用能注意機密性，校長私密資料得匿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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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與受評者的互動」
P4.1 進行適切的宣導，確保評鑑者以專業與建設性的方法，與受評校長進行書面與口
頭的互動，增進評鑑動機。
P4.2 評鑑委員能審慎的執行評鑑，適當的理解受評校長在校的表現情形。
P4.3 尊重人性尊嚴，維繫與受評校長的真誠互動關係，以維護自尊。
P4.4 與受評校長對話時應秉持體諒及謙恭的態度。
P4.5 對受評校長之個人及專業成長需求保持敏感度並予以回應。
P4.6 有適當的評鑑回饋機制協助受評校長強化表現。
P4.7 較敏感性的問題能在非公開的情境下給予回饋，以避免傷害。
「P5 平衡的評鑑」
P5.1 校長評鑑應同時提供優點與缺點的資訊。
P5.2 對優點能適度鼓勵，並提供想法，使優點繼續增進。
P5.3 對缺點能經討論提出可行建議，使缺點得以改進。
「P6 利害衝突」
P6.1 在評鑑前，應確認適當說明評鑑過程既有的與可能的利害衝突（如受評校長的擔
憂、評鑑委員判斷的掙扎等）。
P6.2 校長評鑑能以開放、坦誠的態度處理既有的與可能的利害衝突。
P6.3 校長評鑑能適度管控利害衝突的可能影響，避免因利害衝突而影響評鑑的過程與
結果。
「P7 法令上的可行性」
P7.1 校長評鑑的規劃符合校長評鑑相關法令規定。
P7.2 校長評鑑的規劃應透過集體協商討論程序，訂定相關規章或協議。
P7.3 評鑑者應依法令規定、協議或手冊指引進行評鑑，成功的執行具公平的、效率性
及合理性的校長評鑑。
二、「效用性」層面
「U1 建設性導向」
U1.1 校長評鑑能促發校長自我發展機會。
U1.2 校長評鑑能協助校長重新檢視學校的任務與目標，改善學校效能，提供優質的教
育服務。
U1.3 校長評鑑過程能充分溝通，以確保評鑑建議有效且可行。
U1.4 評鑑的回饋意見需有促進校長改進的機制，以確保評鑑的建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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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 明確的用途」
U2.1 校長評鑑於開始時即清楚的界定評鑑結果及評鑑資訊的用途。
U2.2 校長評鑑開始前即確認評鑑結果或相關資訊的使用者
（如受評校長、
教育局…等）
。
U2.3 校長評鑑結果資訊的使用者能清楚理解評鑑的預期用途。
U2.4 在校長評鑑開始前及在評鑑過程中，能充分與使用者溝通，理解其使用需求，使
評鑑問題或議題獲得適當的處理。
「U3 評鑑者的資格」
U3.1 負責發展與管理校長評鑑制度的單位，其資格與能力值得尊重與信任。
U3.2 校長評鑑委員的資格（學者專家、卓越校長）適切。
U3.3 校長評鑑者能在評鑑過程前能接受適當的訓練。
U3.4 校長評鑑制度及評鑑委員值得信任，使評鑑結果受到尊重，評鑑報告能被適當的
處理與採用。
「U4 明確的指標規準」
U4.1 校長評鑑指標敘寫清楚，能反映受評校長應有的工作表現，並易於理解。
U4.2 指標建構與修正程序適切，能考量利害關係人意見（如教育局、評鑑委員、受評
校長等）。
U4.3 校長評鑑指標的意涵能取得評鑑委員的共識，提供較一致性的評鑑資訊解釋與判
斷基礎。
U4.4 確保所有利害關係人對校長評鑑指標的理解相近，讓解釋、判斷時具有一致性的
辯護基礎。
「U5 具功能性的評鑑報告」
U5.1 校長評鑑報告的呈現方式應清楚且精確，以利閱讀者充分理解評鑑報告的意涵。
U5.2 校長評鑑結果的報告發布應及時，確保評鑑功能發揮。
U5.3 校長評鑑報告應以評鑑目的及校長職責為焦點，確保適當性。
U5.4 校長評鑑報告的內容呈現方式應讓評鑑利害關係人（如閱讀評鑑報告者或受評者）
了解，以確保其使用功能。
U5.5 校長評鑑委託單位建有管控系統，以確保評鑑報告的清楚精確、適當且及時。
「U6 專業發展」
U6.1 校長評鑑能讓評鑑使用者及受評校長了解其需要專業發展的評鑑領域向度。
U6.2 校長評鑑的規劃能促使校長進行專業發展，確保其校長角色的任務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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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6.3 校長評鑑有持續追蹤校長專業成長的機制，以確保學校任務與目標達成，滿足學
生學習需求。
三、「可行性」層面
「F1 務實的程序」
F1.1 校長評鑑時程規劃及評鑑時間表經周詳討論，讓校長評鑑進行有效率。
F1.2 校長評鑑的時程能配合學校校務運作及校長行程規劃進行，降低干擾。
F1.3 校長評鑑資訊收集應簡單有效率，與校長平日工作相關，避免受評校長過重負擔。
F1.4 校長評鑑能在對校長及學校最小的干擾下實施。
「F2 政治的可行性」
F2.1 校長評鑑的計畫與執行過程中，能了解受評校長的期望，並澄清、處理其對評鑑的
問題疑慮。
F2.2 能了解其他對校長評鑑有知的權利者的相關問題，並能適當予以澄清。
F2.3 校長評鑑過程中能充分溝通，促進受評校長及相關利害關係人在評鑑過程中的合作。
「F3 財政上可行性」
F3.1 校長評鑑的規劃、說明、自評、訪評、結果確認、改善等時程規劃適切，使評鑑計
畫能有效實施。
F3.2 校長評鑑當日的時間足夠，評鑑過程能充分溝通。
F3.3 校長評鑑結果公布後之後續專業發展改善活動時間足夠，評鑑結果改善作為能有效
實施。
F3.4 委託單位提供校長評鑑充足的人力與經費資源，確促評鑑計畫可行。
四、「精確性」層面
「A1 效度導向」
A1.1 校長評鑑制度的發展應充分與利害關係人溝通，以確保對評鑑的充分理解及評鑑
結果解釋的有效性。
A1.2 校長評鑑的實施過程應充分理解利害關係人及受評校長的看法，以確保對受評校
長工作表現的解釋具有效度。
A1.3 校長評鑑有嚴謹的程序，以校長工作表現證據進行評斷，不會產生錯誤解釋。
「A2 期望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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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 對於受評校長的資格與選擇（如任校長年資、到該校年資等）應界定清楚或充分
理解，以確保解釋評鑑資訊之有效性。
A2.2 校長評鑑應清楚界定對受評校長的角色及表現期望，使受評校長理解其工作表現
的呈現。
A2.3 評鑑委員應充分理解校長評鑑對受評校長的表現期望，以收集所需要的資料與資
訊，確保評鑑效度。
「A3 脈絡的分析」
A3.1 評鑑委員進行校長評鑑時，能多方瞭解及記錄影響受評校長表現的各種因素。
A3.2 評鑑委員收集校長評鑑資訊時應理解校長任期、學校發展歷史、社區現況等因素，
以釐清校長工作表現責任。
A3.3 在解釋校長評鑑資訊時，應考量各項情境因素，避免解釋偏誤。
「A4 目的與程序建檔」
A4.1 校長評鑑目的與評鑑程序應於計畫中清楚敘述，使評鑑者與受評校長理解。
A4.2 評鑑之實際實施符合評鑑計畫目的，能聽取評鑑相關人員的意見並詳實的紀錄。
A4.3 評鑑之實施應符合計畫所列之評鑑程序，並能適當記錄，以利評鑑實施之說明、
解釋與驗證。
「A5 經得起考驗的資訊」
A5.1 校長評鑑的資料收集能兼顧量化與質性資料的蒐集，以確保評鑑結果的精確性，
禁得起辯護。
A5.2 評鑑資訊的解釋及評鑑結果的論述，能有相關資料說明佐證，以確保評鑑的信效
度。
「A6 有信度的資訊」
A6.1 確保評鑑程序對所有受評校長皆是相同的。
A6.2 評鑑資料的收集應有一定的程序，確保資料的可信度
A6.3 應有嚴謹的評鑑流程，確保評鑑結果資訊對受評者的一致性評論。
「A7 系統化的資料控管」
A7.1 評鑑所獲得的資料能系統妥善控管保存，並維持資料機密性。
A7.2 確認流程，確保評鑑委員在系統化資料蒐集的精確性。
A7.3 訓練評鑑委員的評論、編碼、分析能力，以確保解釋的可信度。
A7.4 維護既得資料之安全規定維護既得資料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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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偏誤的確認與管理」
A8.1 校長評鑑委員能避免受到校長的人情壓力。
A8.2 確保評鑑結果不會因評鑑者對受評校長工作表現之先入為主意見所影響。
A8.3 評鑑者的訓練應包含偏誤的控制與多元性察覺的訓練。
A8.4 建立適當的申訴程序，以維護受評校長之權益。
A8.5 辨識並防範評鑑中產生之持續潛在偏誤。
「A9 資訊分析」
A9.1 評鑑人員所蒐集的評鑑資料分析與解釋，能確實做到公平且具可檢證性。
A9.2 評鑑者的最後報告及其處理能符合資訊的精確性與使用性。
A9.3 形成的結論應與蒐集的資料結果一致。
「A10 可驗證的結論」
A10.1 校長評鑑的報告與結論能真實客觀反應校長辦學情形。
A10.2 校長評鑑的結論可從報告內容得到實際證明，具可驗證性。
A10.3 校長評鑑結論的可驗證性，
使受評校長與其他有知的權利的人對評鑑結論有信心。
「A11 後設評鑑」
A11.1 校長評鑑能定期檢討或進行後設評鑑，及時修正及避免疏漏，讓校長評鑑得以完
善並持續發展。
A11.2 校長評鑑的定期檢討能依據適當的後設評鑑標準，使後設評鑑更為有效。

二、參考JCSEE「人事評鑑標準」建構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標準，其方法
可行
JCSEE於2011年發展出適當性、效用性、可行性、精確性四類二十七項標
準，其架構清楚，具有明確檢核點。透過JCSEE「人事評鑑標準」建構校長評
鑑之後設評鑑標準，經由專家學者意見，透過模糊德懷術問卷分析，得到一
百個檢核點之保留，故其方法可行。

三、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四層面中，「適當性」和「效用性」同等重要，
「可行性」和「精確性」同等重要
其中，
「適當性」和「效用性」之最可能重要性程度的平均數同為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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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可行性」和「精確性」之最可能重要性程度的平均數同為0.82。顯示專
家學者認為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的「適當性」和「效用性」同等重要，
「可行
性」和「精確性」同等重要。而「適當性」和「效用性」重要程度比「可行
性」和「精確性」大一點點。

四、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二十七個標準中，依序以「P4與受評者的互動」、
「U1建設性導向」、「U6專業發展」、「P6平衡的評鑑」等標準最重要
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二十七個標準中，以「P4與受評者的互動」的平均
數0.88為最高，
「U1建設性導向」與「U6專業發展」之平均數同為0.87，而「P6
平衡的評鑑」的平均數為0.85。顯示專家學者認為「與受評者的互動」在整
個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中最為重要；而「建設性導向」和「專業發展」
，使校
長評鑑的進行除了有建設性之外，不可忽略校長評鑑對校長專業成長的重
視；至於，
「平衡的評鑑」則重視校長評鑑的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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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專家座談逐字稿
主持人：
有關校長評鑑後設評鑑標準的擬訂，報告(略)，請大家提供意見。
游進年副教授：
我們主持人郭教授校長、各位夥伴大家早，很高興再次有這個機會跟郭教授校長請益跟學習，我想
來做這個專業研究應該是不做二人選，理論、實務、專業各方面我想滿不錯的，很有價值。第二個我有參
與整個這兩年的校長評鑑試辦，我覺得很有收穫，當然等一下要聽聽幾位現場實務，你們兩位都接受過評
鑑了吧!這表示說你們是很 fresh 的，很熱門的!
那接著我就這個座談裡頭，剛按照主席交辦的，我就分四個向度先做拋磚引玉的工作，第一個 AEA
的層面四個取向這邊是不是會後需要再 check 一下，我記得它 2011 還是 2012 最新的版本已經是五個取向
了，不過方案評鑑改成五個取向，但人事評鑑沒有改，所以這個部分沒有問題了!
第二個是因為剛剛主席有提到這個是美國的觀點，我們知道美國在評鑑上，它比較是採用內閣制，
而且是透過委託的方式發出去的，所以它在設計上可能會有一些剛剛主席提的，不見得適用的問題，因為
我們這主管做一體適用的要求，它既然在試辦，所以剛在轉換裏頭就是，等一下第四個部分會再提，當我
們在這個 27 個當中，有哪一些是我們要去考量的，如果要用那怎麼去轉換符應到我們的脈絡跟它評鑑的實
務，那如果不用，是直接不用還是說做我們本土化的一個修訂，這一個是思考的空間，那我想美國這一塊
當然是引領發展，但是跟台灣確實是有點實務上的不一樣。
那第三點後設評鑑它其實牽涉的面很廣，它是對於緣起評鑑的一個評鑑，所以在這裡是取四個層面，
包括指標跟題目的對應性，我剛剛初步看了一下應該都已經滿切中他原初的精神、內涵，不過是不是可以
思考一下，各位看一下手邊這本手冊，剛剛主席提的題目多寡之餘，是不是我們回應到這個計畫，對這一
個計劃做一個後設評鑑，所以應該是要從五六七八九十，看第十一項要不要，也就是針對這六個部分分別
要做一個連結到四個層面跟題目，因為現在的題目是以 AEA 成立跟指標作對應，所以未來在做處理上面一
定要連結到這個，才比較符合我們後設評鑑對源起評鑑所進行的這樣的一個目的，也就是說這些題目哪些
是，因為你現在是從適當性、效用性、可行性跟精確性，那我們最後要回應到後設評鑑的報告資料呈現，
那它的計畫原來的目的有沒有達成，它達成當中，那它的對象合不合於內容方式，這樣在處理上，就會比
較有更跟後設評鑑它所要求的連結。
那最後就進入到題目的部分來看一下，首先，有一章就是剛剛主席所提的四個呈現它在適當性、效
用性的這部分，我覺得有五到六個它的指標在使用上我們比較要稍微注意一下，第一個就是適當性標準的
(2)，那個 policy and procedures 這個地方應該是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它所一體適用，就沒有那個委辦跟
專業團體，跟譬如說我是委託你去做評鑑，未來這個評鑑結果是對委託者的一個服務報告，所以它必須要
有 contract 的問題等等這些。那第七個 legal viability 法令上的可行性這裡，也就是說因為美國它在聯
邦跟州政府底下它還有一些規範，所以這個地方可能也稍微注意一下，我們在隨便轉換上面，然後在效用
性標準裏頭的第四個明確的標準這裡，這個地方是在確認一下，第五個功能性的評鑑報告，這個還要再看，
因為還沒有整個結束，這個到時候再看一下做個對照，這個地方沒有那麼樣的有爭議，我想還是再注意一
下。那第三個部分可能剛剛提到的 fiscal viability 財政可行性這裡就是比較困擾，這個我想我們昭佑兄
也知道，那建設性標準裡頭的第八個這個因為有文化跟脈絡的問題，它有委託者，它等於是 3 方，委託者、
評鑑者、被評鑑者，所以在這裡我們在轉換裏頭，等一下在題目裏頭不好轉換，也就是怎麼要讓它一個全
面性做一個，那第十一個後設評鑑，後設評鑑它是專業團體委託，所以他有能力去做，那他主要就是做以
我們現在的設計是被評鑑者的後設評鑑，我剛剛看這題目，但這個地方就會我們在解讀上稍微再注意一下，
它不只單單只有針對被評鑑者的後設評鑑，譬如說我們看題目裏頭，二十七題學校召開會議討論，他是針
對整個你要評鑑的校長，包括我們這時候的評鑑，所以在理解上這幾個再看一下。
最後看一下這個題目，已經設計的滿不錯了，就未來我們這個報告在呈現裏頭，可能還沒有辦法去
處理的大概第五題「評鑑報告裡所提供的資訊，能使優點繼續增進，缺點得以處理。」這一塊必須要回應
到整個報告書來以後，因為這個就是我們在處理一個行政作為裡頭，它會有立即性的效應、媒體的效應，
它是可以立即做，但社會效應跟組織學習的效應，它就必須要時間去做處理，那校長評鑑來講，因為它是
整個評鑑，評鑑這個報告拿到以後，你要看到他是不是能夠做這些立即性改進，譬如說，如果是屬於我們
裏頭向度裡比較屬於環境硬體設備的，應作為而不作為，那幾乎資源到位就沒問題，如果是學校政策跟極
端資源的配合，甚至譬如說你校地整理的問題、這個校舍危險教室的問題，這就是說未來這個地方在做處
理上面，可能看怎麼處理，就是說這個題目，因為也就是說你收集的有效證據，你要問過這些校長，受評
鑑校長也要做個問卷什麼，看局端這個怎麼處理，那第六個這是教育局的行政作為，所以可能要配合嘛，
因為它後續有行政救濟的管道，也就是校長可以提申辯或複查，不曉得現在做法是怎麼樣，申辯、複查指
的是當下現在的作為是最後校長沒有看到報告，他看不到報告，我們現在的做法是結束就簽那個程序確認
書，所以你看「提出評鑑報告前能與受評者共同討論。」現在是沒辦法的，所以這個用語上是不是稍微做
個調整，到後端它是屬於報告公布以後，那校長覺得它在程序有瑕疵或意見，資訊跟事實有不符，就像系
所跟師培評鑑的那三個程序，這個地方我本來是針對說局端的配合。
高新建教授：
請教一下，這個之後是要設計成問卷讓有關人員去填答? 像剛剛提到的那個共同討論，我查我過去
的那個資料，就這個時候所謂的共同討論，可能要界定的更清楚，因為像我們去評鑑的當下，會有一個問
題的釐清最後要結束前，這個是不是指這個?還是指整個報告出來?如果是指那個問題釐清，報告對象那個
就要用引號表示指那個評鑑過程當中的對象，那填答者才會比較明確知道說，那如果是指像最後剛剛游教
授講說報告出來那當然就不是這個。就是可能那個評鑑的流程，然後所指的是指哪一項可能要一項一項更
明確地去提出來。
游進年副教授：
所以剛剛提到的是說當這些題目要做 CUSTOM 連結到那個計劃裡頭，但問題是這些題目跟原來 AEA 的
設計也不盡符合，AEA 的利害衝突是說「既有的與潛在的利害衝突應予確認，且以開放、坦誠的心胸加以
處理，以避免因利害衝突而影響評鑑的過程與結果。」，它這指的就是在美國裏頭，因為它們就是有所為
天敵條款的排除，就像我們這邊大學評鑑一樣，它可以做人員推薦或是人員排除，那在台灣因為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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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32 條的適用，在這裡才有利害衝突的問題，所以如果連結到這個題目來講就做有比例原則的失焦，就
是這個題目沒有辦法代表 AEA 的想法，這個部分要再思考一下，因為這個題目跟這個原意已經出入了，這
只得就是說你避免在報告之前沒有聽取校長本身辯解的機會，這不是利害衝突，這個再思考一下。
那第七題後半段不會有問題，但前半段符合各項法令規定，因為我們現在不像美國一樣，美國它第
一個有法、第二個有專業團體，所以它有證照制度，所以它依法評鑑人員一定要取得證照，但台灣沒有任
何法令，第二個公平性跟合理性那是主觀的認知，所以這一題如果到時候在寫會比較有爭議，那另外第十
一題，這個第十一題會跟第十八題做連結，也就是說它不是題目的問題，而是因為我們在試辦，那在指標
建構的過程當中，我們會發現我們連結到把它跟校務評鑑做連結、試辦，譬如說我們校長願意接受校務評
鑑，所以第二個學期就做校長評鑑，就連結在一起，連結在一起你會發現，這個指標本身無法它就不能做
有效的區隔，也就是說他們在準備的時候就把校務評鑑與校長評鑑直接連結在一起，也就是你工具本身沒
有做有效切割，沒有辦法做有效切割的話，你看第十一項「評鑑項目與標準敘述明確清楚，能充分反映校
長辦學實際狀況與專業程度。」因為現在是人的評鑑跟制度評鑑要做一個切割，你現在就是做人的評鑑時
候又想回應到制度，你針對人的同時也要連結到他的業務，那業務就是要做究責，有些不是屬於校長的責，
那你放在這裡頭，如果你要放大的是校長他的校務經營，這部分就是人的評鑑跟他的業務屬性的互動，這
在比例上面就要做有效的切割。
那第十八個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第十八個「應予受評校長資格、角色及表現期望清楚的界定，使能
確定所需的評鑑資料與資訊。」這就是我所提的，我們現在試辦當中六個向度跟校務評鑑太像，太像的結
果，這個部分就會有一點點混淆，就你們兩位被評鑑者可以覺得相似度滿高的，屬於校長那一塊有一些沒
有放進去的部分，我們可以再思考一下，可以聽聽看他們作為校長要怎麼去做切割，最重要是要回應到第
十八題，因為第十八題是明確的期望，那才會連結到第十一題，那接著是第十三題就比較辛苦「評鑑過程
與結果有助校長專業成長。」，這是剛剛昭佑兄有提到的，這跟目的性的有關係，如果今天是連結到校長
遴選，那因為我們現在試辦，試辦就比較看不出來它發展性的連結，而不是策略性、管理性的連結，但你
現在在這裡未來在處理上面這個地方比較連受評的校長都會比較難去清楚的、具體的顯現出來，接著其他
還有，不過二十一題，因為現在的校長評鑑沒有量化的資料，這個報告因為只有試辦，所以說「能兼顧量
化與質性資料的蒐集」，蒐集是一定會有量化的，那這個應該還好，我只是說它呈現是這個，那接著第二
十四題剛剛提過了，因為美國的條件跟我們不一樣，所以你現在把偏差、偏誤 bias 放在「評鑑人員能避免
受到校長的人情壓力。」這只是一個來源而已，我們看原來的用語它是要免於偏誤 bias，譬如說你自己的
行政跟帶著立場進去，譬如說還沒進場我就有 bias 在，第二個在心理學上 bias，使受評者資格或表現具
有效度，所以在這裡你把它轉換成人情壓力，不見得與他原來的意見是相同的，人情壓力的這裡你就可以
連結到利益的衝突，所以這個部分是再思考一下。
那最後是第二十六跟二十七，「評鑑結果能真實客觀反映校長辦學情形，並作為校長遴選之參考依
據與校長辦學檢討改進的方向。」這個地方變成說，第二十六個你會同時有三個向度，比如說第一個它可
以反映辦學情形，因為是質性描述大概不會有問題，優缺點給它建議，但是你遴選只有通過跟不通過，那
份報告看不出孰優孰劣，因為它是標準參照，那就跟考駕照一樣，過了你沒有辦法說我們三個哪個比較會
開車，所以這個效力在遴選上就沒有那個效力，用現有的實施方針當作參考依據的話，我會提出行政救濟，
那會讓它的效力無效，因為我們現在的計畫，本來就沒有跟校長遴選掛勾了，所以你一有三就會有，那二
就不能有，如果這個要有就要變成兩個，到最後後設分析它有設後設評鑑，那你看一下，我剛剛已經解釋
過了，是針對受評者的一個後設評鑑。以上，先做這樣的一個報告。
陳榮政副教授：
我是評鑑這個領域的大外行，可是這一兩年跟著校長評鑑的團隊來做現場觀察，所以我可以貢獻的
大概是未來在做田野調查的部分，有一些觀點可以加進來，有個可行性不曉得主持團隊有沒有想過一個可
行性是對於評鑑後面評鑑觀察員的設置，就是你們要做後設評鑑，那事實上有沒有那樣子一個觀察員的想
法就是來做觀察、評鑑，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質性的描述，有豐富文本的一些東西。
那其實我剛剛看到一些東西，非常敬佩游教授短時間內可以看到這麼多的重要，有些因為符應我們
台灣本土一些現況發展，那我看到有一些部份可以再做些思考，包括可能我們具體來看翻譯的那個，A5 的
部分，我知道指標的這個部分辨明性的資訊，其實如果受訪者來看這個部分的話，其實不是那麼清楚，那
你如果用 defensible 的話，其實它可能有另外的意涵，所以翻譯這部分可能可以再有一些思考。我覺得可
以講經得起考驗，他在現場看到的不管是量的資料或質的資料可以 defensible 的，是可以被檢視的、被檢
驗的、經得起考驗的，所以這個用「具辨明性的資訊」，可能不是在我們脈絡的理解下，就這一個部分可
以再做一些思考。
另外也是在這個向度裡面，在 A7 這個事實上他原來是一個 systematic data control，應該是系統
化的資料，可是我們中文這邊是系統化資料的控管，其實不太一樣，所以應該再挪一下或系統化的資料控
管就可以了，那剛剛也是在游教授提到的，在 A8 跟 P6 的那個部分，事實上在利益衝突的部分在內涵的解
釋上面，及未來題目的設計上面都會有一些重複的地方，這邊可能再做一些思考，另外，我比較有問題的
是在那個 U2，就是那個第九題的部分，就是如果我們未來問卷發放的對象，大部分是校長的話，這部分校
長可能比較難理解的是究竟評鑑人員是不是利用各種方法，包括事前準備工作、檢閱相關資料，因為校長
看不到評鑑者怎麼跟學生、老師、家長去座談，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校長怎麼能去知道評鑑者有沒有善盡各
種方法去蒐集資料，所以這在題上設計或表達方面在做一些微的修正，這是在具體的內涵上面，那我其實
覺得很感佩郭校長這樣的一個設計，如果未來願意到現場在做一個觀察研究，可以義務性的來做一個學習
跟貢獻
劉耿銘校長：
因為我剛接受過校務評鑑跟校長評鑑，所以我想不見得是針對這些指標，就把我現場的感受做個分
享，這個指標相當的嚴謹，因為我在這個學校是第五年，那在第四年的時候接受評鑑，我覺得收穫是很多
的，那在整個過程當中我就已感受到校長評鑑跟校務評鑑這兩個部分來看，因為我是在同一年只差一個月
的時間，其實並沒有完全錯開，很多學校只是先校務評鑑再校長評鑑，時間拉得非常非常近，就是像剛剛
游教授或陳教授所講的，那些資料的轉換大部分是濃縮到校長評鑑這當中，可是在進行校長評鑑的當中，
我感覺滿好的，第一個，在進行校長評鑑會充分感受到被尊重，因為從說明會開始，就可以了解清楚的了
解，那我們的向度裡頭又是有選項性的，因為在學校經營上不管是大中小，或者是三邊，它有它的重點項
目，那因此在這六個大向度當中是可以有選擇，可是實際上有選擇的時候，我們不會只有單項，其實會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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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到其他的一些項目，但是它的完整性就我們自己在辦學來講，自己從新整理會更加得清楚，第三個是這
個時間點其實並沒有拉得很遠，所以對學校的影響相對會比較小，評鑑的時間點並沒有說第二年跟第四年
這樣錯開來。
那相對我在校務評鑑的這段過程當中，我們其實也有做若干的建議，那結果中的許多項在上次的校
長會議確實都有提到，第一種現象是學校經營的辦學口碑是不錯的，還有個現象家長的問卷滿高的，學生
的問卷成績也很高，但老師的問卷滿低的，這是有出現這個現象，這就是當你在校內有些要求的時候，當
然會反映到所謂的問卷，因為校務評鑑多了一個所謂的問卷，那問卷的人數是相當的多，後來我們到現場
看到的就是說，在校長評鑑的過程當中，委員來的時候問得比較算是大方向的，從六個大指標上面來看，
甚至來訪談，可是校務評鑑到現場是從小項目，就是問卷當中可能開放性問題寫到什麼，可能會很強烈讓
我們感覺是在查案，然後就對家長、對學生、對老師針對可能有部分的問卷內容是開放性的問題，寫出來
的去求證，就問卷的結果來看，我當時也表達同一件事就是說我們在現場不曉得說有所謂問卷的平均值，
我一直很建議說能不能針對我的學校每一年都做問卷，這樣我就有個數字告訴我有沒有在進步，是說如果
用新北市的平均值，當年度跟前年度不同的時候，因為我所處的是在南港地區，我旁邊有台北市的學校圍
繞著，所以我們會覺得老師所承受的壓力大，所呈現出來的是不一樣的，那純粹以問卷平均值來看，是有
這樣的困擾，還有就是我剛剛所謂的查案小細節。
我就舉一個例子，就當我收到問卷結果，因為校長評鑑的結果出來，確實是我們大方向可以再進步
可以再更好，可是在校務評鑑我所看到的，就是剛剛提到的在訪談老師的時候，發現有老師竟然叫不出某
為校內老師的名字，那在這樣規模這麼小的學校，實屬不可思議!我就這樣闡述了，那貴校宜於在平常時候
加強老師、同仁的感情，那有人告訴我說，因為在那天有五位，在問說校內你們有沒有老師的名字你記不
起來，我們其中有一個五十七歲的老師說，有一個原住民老師的名字我一直記不起來，全校就只有一個，
因為其他同仁講，他們只是很自然地聊天可是他就寫在結果當中，我一開始是很錯愕，因為我們每個月都
有大家聚會、領域研討，所以我會說大跟小的觀念點在這裡，那還有我們在上傳資料的時候，在校長評鑑
摸索，所以滿好去整理、彙整，可是在校務評鑑的過程當中是因為那個資料有十大項、三十三個分項，還
有三百多個細項，那每個細項我們是送了大概三、四件，所以沒有辦法批次上傳，它是一筆一筆點，所以
困擾點是在行政人員上你光是要點那個一張張照片或檔案花了很多的時間，那這是我自己看這兩個項目的
感覺，因為事後我們都有在檢討跟改進。
那同仁的部分因為校長評鑑主要是由校長領導的這一部分來看，我拋一個小向度來看有沒有可能去
思考的，就是我上次參與一個算是教研院的算是比較長時間的研習受訓，我們的輔導員是北市校長，他就
在兩天不斷提到進修當中常常到大陸去分享，這四年他去了大陸四十幾次，然後就提到他在這個領域怎樣，
我們當下的幾位校長在想，你的學校有在經營嗎?而他的成績是很好就是了，還是績效很好。但是四十幾次
出國，就大概每個月都出去，就講我這次研習完帶完你們我要再去大陸，然後二十幾號我要趕去新加坡還
有馬來西亞，因為我們這些項目是看不到的這個校長在學校辦學的這個部分，比較沒有辦法了解，但行政
人員其實如果校長真的長時間不在學校，其實若干的問題其實還是會浮現，但這一塊在檢核的過程中看不
到我們出缺席的一些情況，只是這些報告彙整的一些呈現，以上我想做這些的交流分享，很高興有機會在
這邊跟著大家一起學習，謝謝。
游進年副教授:
最後我的建議是這樣，原來後設評鑑第一項這個層面就先拿掉，取代四到五項的計畫，如果五項是
目的內容方式結果跟追蹤，這裡就有四大目的，對象就不用了，目的就可以了，後設評鑑的工具，再來方
式就是流程，人員不用，人員是已經確定，再來是結果，結果因為是跟追蹤輔導，一般來講是分兩部分，
結果會有資料的呈現。如果是四到五個的話直接介入到題目的設計，這樣才不會受限於 AEA 的東西，AEA
的東西是比較上位的概念，是全面觀照，可是後設評鑑是要回應到最後的計劃本身。這樣的一個設計 ABCDE
五項目地方式內容人員結果後面就是做原有題目設計，題目設計之後再去做 P5 四個對照。
陳玉芬校長:
我的學校是在四月做校務評鑑，然後六月做校長評鑑。那其實我想跟教授們分享，在學校端校長們
在做評鑑，會認為校長評鑑是自己的事，他其實是不敢麻煩下面的夥伴，但是這個學校是先做校長評鑑那
很可怕很痛苦，校長評鑑的資料其實是來自各處室裡面的，所以校長要去撈資料。我覺得這個難度很高，
所以如果先校務，當然校務很痛苦，但是校務做完的資料在去把他匯整成這六個面向對於校長我覺得是簡
單的，這是第一個。那第二個是我覺得校長評鑑很重複，那個重複度會讓我比如說，像我自己看一二三四
五，但是最後一個叫學校特色，那學校特色不就是在前面五個裡面，那其實是重複的東西，怎麼可能前面
五個都沒有提到然後我在第六個特別把他畫出來說，這叫我們學校的特色。
如果我現在只專注在校長評鑑我就覺得我是一個整理資料的人，我學校的優點比如說，我覺得我的
學生學輔工作做得很棒，那在學輔那塊我就會去詳述，但是後面又有一個學校特色，那學輔也是我的特色，
但是因為這個指標是不同人在看，評審委員是不同人在看，所以我的資料就變成一直貼、一直貼，對我們
整理資料的人他是重複的，但我可以理解站在評審委員的立場是不同人看不同指標，你還是得讓他看到他
那個項目應該看的，那只是說這個地方可以怎麼樣讓他去取捨，否則我會覺得對學校的整份學校報告的豐
富度來講，我覺得很多部分是重複的，然後第二個就是說我覺得校務評鑑有一個點還不錯，就是事後有追
蹤的座談，那這個追蹤的座談我們都有去參加，那都是當天的評鑑委員會有一個委員會跟我們對談，包含
一個老師跟一個助理，我覺得好處就是說我們看到的報告是死的，而且我們自己在看校務報告跟校長評鑑
報告，很多優點其實都是我們學校自己寫的，看起來整份報告裡面的優點都是由我們學校自己寫的東西然
後整個再貼過來，我就會跟我後面要做校長評鑑的夥伴說，你們要把你們學校的優點要更具體、條理化，
因為之後可能就是整個再這樣貼過來但是對於缺點經營的地方可能很少，但是文字很死，如果今天我們還
有個像校務評鑑的會後座談，像那天跟我座談是一個新北市的退休校長，他就很明確地告訴我說因為在教
授討論的時候，我是不會在場的，那教授們在討論說這個指標為什麼要讓我通過或是榮譽通過的時候他們
一定有一段對話，他就會告訴我說為什麼這個地方要給你榮譽通過，他會稍微去說明，那我們現在看到的
校長評鑑都只是一份報告，只有文字描述，然後優點可能都是我自己寫的優點，然後缺點部分如果沒有那
那個欄位可能整個是空白的，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可能是可以讓校長評鑑更精準的話，是不是之後，當然
會比較麻煩啦，但是我覺得可以讓校長真的是在去，因為四月校務評鑑過後我們再去面談我記得是九月多
了，九月十月，其實是有將近好幾個月讓他們可以再去做沉澱，然後沉澱後再來跟這個委員談的時候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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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告訴他我覺得不妥的地方，因為說學校可以申覆，好麻煩喔，如果這麼大的計畫裡面只有寫到一點兩
點不滿而已，我們就會忽略他，但是在現場我們可能還可以再去詳談，這是我的建議。
游進年副教授:
我補充一下，陳校長剛剛提了，其實第一個他的報告的呈現他本來就是根據自評表，關鍵在於那個
召集人，召集人他最後一天去做總體報告的時候他需要在他參與的經驗當中，幾位委員大概都知道因為他
條件不足，這些人條件不足，我們不要講評鑑這塊條件不足，那我們現在是要求說你要做一個敘述，優點
你要做一個概念性的敘述，你的學校有什麼優點，這些都是你自己寫的，結合然後再把你那些東西拿出來，
中間用刪節號，自評應該是具體的證據。關鍵在於有些委員評鑑專業跟敘述能力不足，對報告的理解有落
差，但是根據你的自評報告作概念性的延續轉換。像我在台北市碰過一個例子，台北市它比較鬆散，它有
點像系所一樣第二天寫報告，我曾經要那個退休校長，我說你重寫一次，因為那是我學生，亂寫一通，不
會寫就抄，如果不是我學生我會要他思考一下，改了之後再給我看。
那第二塊裡頭，我發現這個校長評鑑特色的部分你仔細看一下它是可以轉換，他是根據前面但是它
是用比較整體的概念去寫特色指標的訊息所以他不會是直接的，那你從被評鑑的角度來看，你要去回應到
這個指標，你必須要有這些證據，那是證據的支持而已但是你的呈現，我發現很多人在這塊跟校務評鑑的
績效裏頭都沒有呈現，校務評鑑的績效就是前面九個去突顯他嘛，那績效其實就是要校長來做抓取，關鍵
是在於被評鑑者雖然有一天說明這個，但是對指標，就是對指標建立的區間概念，我們現在談的是面向嘛
到所謂的題目，比如說績效裏頭在他自己的項目，後面就是他要寫的東西，那你沒有辦法去理解到三者間
的關係，他是累加上去的，又不理解到縱向扣連度，所以他們在整理的基礎上是單兵作戰，每個指標去處
理，所以在這個向度跟在課程教學那個向度指標不理解嘛，那不理解他就沒辦法做有效整合，最後他在新
北市校務評鑑裏頭可能跟高中評鑑的自評報告差不多，高中評鑑的那個報告扣連到質化跟校長，自評完全
都寫得非常好，報告幾乎都不會寫那關鍵在於那個後端的電子平台大量的 e 化資料上去，自評報告也要像
寫論文一樣嘛，這個向度你要去整體論述有那些優點，然後再扣連到你資料的部分，來做資料的呈現。他
們是照抄手冊的那種所以他變成每一本的自評報告，資料就全部上去，資料就是素材，它是數據不是資訊，
全部素材丟上去，他沒有做彙整，關鍵在於他行政結合的問題，學校開一個平台要老師進來，他實在沒有
時間，老師都不提供了，對不對，那最後沒時間做處理，所以那也是當時我們有點曲高和寡，高中端他素
質好，而且人力也夠。
劉耿銘校長:
校務評鑑只有一天，可是那一天來的現場，因為問卷上千份，細項很多，他就問說我看過你們有個
家長會來找你們麻煩，現在還有沒有再告，就都要問這些細節，因為我從那一疊報告，因為在寒假會收到，
我們早就回應，可是現場就是這個這個都在問，可是那個問的時間都占掉了，你只有一天，反而是我們在
思考這所學校的下一階段的大方向或是檢核學生學習成就，老師有效教學或校長領導的方案，沒有時間去
談這個。因為都在確認，甚至在介紹的時候一聽說行政流動率很高，一個一個叫起來然後，時間如果多一
點有兩天三天我覺得這樣很好可以深入看，否則只有一天檢視太多細節，還有包括我說的好幾萬字真的要
寫很久，好幾萬字的報告。我會這樣補充說明的原因是在這裡。其實都有幫助只是時間有限。
游進年副教授:
所以相對來講校長評鑑會是一個好的做法，這些都不是要找校長的麻煩。順帶帶一下就是年輕的徒
呼負負，他的設計就這樣，評鑑嘛就是國中跟高中，就是說你那個，你初任教師就是兩年嘛，長聘的是四
年，然後他評鑑嘛，就是延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一個是檔案嘛，一個是一般觀察，結果有兩個一個是通
過一個是不通過，通過就沒有問題啊，那不通過他就會輔導，輔導就會有困難，他必須要有學校跟縣市教
育評鑑專才機構，必須要有教學輔導教師，教學輔導教師以現在培育來講，人力不夠，他必須要搭配，他
進來以後如果他通過了他跟原來一樣，最好我們是她通過以後呢後面就有一個獎勵，獎勵是什麼，可以去
接受邀請到校演講等，那不通過最後，被輔導通過所受到的獎勵不太一樣你說你標準參照又不可能有所謂
的後端的獎勵嘛，所以他有做跟沒有做其實是一樣的。
高新建教授:
其實大家都已經講得很好了，不過剛剛講的有東西抄還好，像我去做校長評鑑遇過有的校長是我們
要去幫他找優點來寫，那那個就是他都沒有做過校務評鑑，然後先做校長評鑑，所以會有我剛剛講的那個
狀況，那不過另外還可以再提到就是委員的訓練，委員的能力其實也有一些關係，像是剛才比方說那個校
長，我今年去的校長評鑑也有一所學校校長常常出國這樣，如果就第一條校長有沒有符合辦學的期待，他
很符合教育局的辦學期待，但是他可能不太符合老師的期待，那家長大概覺得還不錯，家長覺得那個學生
還有拉上來這樣，那個是比較低社經地位的學校這樣，那所學校我後來還是給他過啊，因為從我們看的標
準也算是很認真阿，雖然他常常出國但是也辦很多東西，只是去參觀那些他辦的東西的時候，我們會問老
師你們有沒有參與對話，那他有什麼英語菁英教室、藝術教室那些，當然有問校長阿，做這個規劃的時候
有沒有跟老師做一些討論，因為校長也講說事實上跟不上，那個可能是要事先跟老師討論然後老師來到這
個情境適應看看，所以那個可能也是委員本身的怎麼去問問題，有一部分是學校的制定這樣，那但是你也
不能說那個校長阿，他也是非常的用心。
那另外有一種就是，可能老師不一定課都跟得上來，那校長先來引導老師，那個也是有可能，那在
當場要去判斷說那個學校老師的素養是什麼樣，然後校長的能力是什麼跟他的想法。那我所參與的是校長
評鑑跟校務評鑑都有參與，然後也有學校同樣兩個都有去這樣還蠻有趣的這樣，那報告的內容是蠻類似的，
那在校長評鑑是針對校長個人所以會有比較充分的溝通然後也會有比較多的時間去做討論，跟校務評鑑是
不太一樣，然後像剛剛提到的委員會在車上打電話跟校長講提醒他什麼的，我不好意思叫他不要講這樣，
那個是事後啦，有一次我們就跟他去的時候校務評鑑的時候，到海邊去的時候下去的時候跟他講說不要講。
接下來是針對那個指標，剛才游老師講的應該有很多問題可以不要去處理，不過我開始的時候是項目後面
要把它轉化成問題，或許可以考慮啦。
像是第一個那個第一條反映社會大眾，那個社會大眾很概括，因為如果你要的話可能要去教育局啦、
教師啦什麼的期待，像是我剛剛講的那個校長，他是很符合教育局的期待可是他們學校老師就比如說他們
數學老師想要一間專科教室，那學校很多教室都拿去辦教育局要用的那些特殊的教室，因為那樣市長就可
以去剪綵阿，那老師要的一些數學科的教室那市長不會去剪綵沒有幫助，那後來也沒有給數學老師。但是
後來我問數學老師，說沒有專科教室對你們教學有影響嗎，老師說也沒有什麼太大影響，那這個評鑑報告
我們就很難寫，因為老師記講沒有什麼影響，那你要那個教室，所以就有時候看老師的反應，但有時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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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後你要轉化成問題那個各界的期待你要去注意，那然後像第二個評鑑有告知受理目的這應該是有，但
是我比較關心的是一條隱含的目的，因為當初參加校長評鑑一開始去的時候那個教育局還在想說以後我們
校長評鑑是不是要拿來做教授教師評鑑的，結果發現還沒有，我就很想跟他們如果沒有就把校長評鑑廢掉，
因為你當初出跟我們委員講的，當然他沒有寫在書面上，比較期待的是你做完之後怎麼去做教學評鑑但是
可能他們骨頭不夠硬，不敢去做這種事情，但是這個是書面上什麼的都不會看到，但是這是當時去教育局
開會有提過這種事情這樣。
那接下來第三點提到說保密，這個像二十三點有對資料的機密，我是沒有去對照他原來的那個指標
這樣，但是如果說後面再設計的時候可能要看怎麼去處理，就是會有一些重疊，那第四點的話評鑑過程之
中人性尊嚴跟價值這個可能要再寫的細一點，如果我看到這個可能不太容易去判斷到底指的是什麼，那然
後第六點這邊，剛剛游老師也講過所指的共同討論到底是指什麼這樣，那第七點評鑑人員符合各項法令這
個評鑑人員跟第十點評鑑人員掌握指標，那這個這裡說的評鑑人員是評鑑委員，那目前評鑑委員好像只有
去講習這樣，那那個研習好像本身對評鑑能力沒有太多的受訓，可能如果新進的委員不是很清楚就不太容
易去了解，所以這個部分要轉化成問題可能要詳細的去說這個他能掌握是指什麼，然後委員是怎麼訓練的，
因為比如說我們這些委員合不合法，他至少也是有教育局一張聘書，還是是合法的這樣子，但是到最後能
不能進行公平合理這個就跟委員怎麼接受訓練會有一些關係，所以這個可能是在後面看要怎麼去處理，那
在往下的話像第九點是用各種方法，那個種方法後面有提到量化跟質性也是有關係。
然後二十三點提到那個資料的處理，這個大概稍微，當然因為他效度不一樣，會比較跟那個蒐集的
資料有適當的處理，然後再往下，第十二點好像報告符合公正客觀提供具建設性意見，當然我們現在提供
意見主要針對校長，但是後面有些建議是說其實應該是教育局端的，那這裡到時候要不要提出這個，那這
樣到時候我們在寫建議的時候校長應、校長宜什麼向教育局要怎麼樣，教育局本身沒有提供校長應該要自
己去提證據什麼東西，那更直接的應該是對教育局要做一些什麼建議，這個建設性是指對校長還是什麼，
那對一些法令要不要去處理，然後第十四點依照教育局所提供的時間表進行這個是沒有錯啦，但是評鑑的
可行性有時還是要考慮到那個學校的行事曆需要安排的一些活動，像我們這次去有一個學校他是哪個年級
要去做校外教學，所以我們找的學生來座談的年級就沒有這樣子那他也是符合教育局的要求，學校他也都
配合但是可能要看看學校的活動會有那些，這就變得非常細的細節，那到時候不知道會不會問這些問題。
然後像第十五的話是程序，那剛剛提到校長是不是充分理解，剛剛提的校長提的報告就很像在寫評
鑑報告就是我能不能夠晉級，那我就很難處理變成我要去問幫他寫那個例子，所以這個到底能夠溝通是有，
但是有沒有真的到了解這個要去判斷這樣，因為校長應該都知道但是他寫出來的就不是很理想。那到時候
我在填你的後設評鑑的報告的時候你辦評鑑能夠溝通這個我要怎麼填，我說有啊，有辦了然後找校長來，
那也了解。但是如果就我看到的報告有的是沒有寫得很清楚那有的是寫得很清楚，所以這個時候到底我所
指問卷要指的是哪一項的這個問題要再去做一些，但是這樣那個題目會太廣這也是要去處理的這樣。再來
是二十二點評鑑那個應計畫一次性的評鑑這個所指的是評鑑進行的順序還是評鑑的報告這樣，因為現在我
們在寫報告的時候還會經過討論所以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問題，但是那個蒐集資料可能會每個人蒐集的角度
會不太一樣，不過大概有經過討論所以應該是還好，如果是像我們同一組的話應該是還好只是各組之間不
知道會不會有什麼差異。
然後像二十三的話，如果我要回答我可能很難回答，因為資料有沒有很好的控管的話，我只能假定
說政大這邊處理很好，教育局處理很好，但是怎麼樣我不曉得，所以這個可能一般外部人員可能不太容易
去理解，那再來二十七這個剛剛也已經提到，討論的工作可能不是只有優劣，可能也有一些可以改善的措
施，這個應該是在政大這邊常常有開過很多次的那種檢討會議，應該是沒什麼問題，那但是這個也只限於
有參加這個會議的人才會知道，如果沒有參加這個會議可能不知道到底有沒有開這樣的會議，所以到時候
調查的對象只限於有來的還是有其他的處理，那最後一個是如果是用問卷的話會提供這個手冊嗎，還是至
少要提供那個項目，因為如果我只有光一個問卷，沒有前面這些項目提示的時候，像我剛剛就是要開我的
電腦去看一下我中間記了什麼，如果沒有的話可能隔一陣子就忘了，要有可以對照我的那些方式內容，所
以如果是填問卷可能到時候要給個資料這樣，那大概就是提到的項目這樣了，我想這也是一個很有意義的
研究這樣，謝謝。
游進年副教授:
我在做一個最後的補充，剛剛高教授也很仔細做這樣一個處理那之前我們在確定先用五個向度，從
目的開始，這樣應該可以解決你的問題，那現在目的之後我看了一下，可能有幾點思考一下，如果我們以
三十題為例的話，那可能每一個向度就會有四到六題，這個不一樣，或是四到七題，因為六五三十，那不
一定，所以先確定這五個，然後第二點你要去檢視你現在現有的計畫當中目的大概不會有問題，因為後設
評鑑是看你目的的達成，這邊有四個目的嘛，那這個去轉換這個沒有問題，那評鑑內容沒問題，就是說工
具跟適切性等等，那現在比較會有問題的是可能實施方式，一般來講我們在實施方式，是指受評單位那個
評鑑的流程，比如說他是自評或是資料蒐集等等這些在思考，因為你現在的敘寫要做後設評鑑可能不好處
理，那第二個比較困難是後端的資料的處理然後結果的呈現應用，那你看第七頁裡頭，你現在的一個呈現
如果轉換成後設評鑑他的一個結果的呈現，那應用追蹤輔導，那這個確定了以後第三個就分別有五個向度
的題目，再把這個題目去對照你現有的四格你可以發現可能同一個題目當中他可以跨越兩個標準，有時你
也可能發現你可能兩三題才去符應到一個他要的東西，那這個就解決了剛剛舉的這些，然後最後一個部分
再來看一下那我們這些問卷本身的內容用字遣詞有沒有貼近到我們評鑑的實施，這樣的一個系統就可以解
決了，然後後面再做一個簡單的預試，這樣就會比較貼近你的需求，以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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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評鑑檢討分析座談—受評校長(計十五頁，以一頁為例)

高中是第一次試辦這樣的校長評鑑，但對我是不陌生的，因為我六年評鑑了三次第一次
教育部要求試辦，四年後又說要評鑑一次，要離開時評鑑一次，所以加上這次，我十年來評
鑑了四次。
但這次的校長評鑑是比校務評鑑友善，包含裡面的指標、需要準備的資料，都沒有那麼
的繁雜，評鑑的過程也比較人性化、訪評的人馬也沒那麼多，壓力比較不會那麼大，準備時
間不需要那麼長。
回歸整個評鑑而言，若校務評鑑能落實，那是有必要推動校長評鑑呢?而全國大概也僅有
新北市這樣做，尤其很多台北市的朋友因為湯院長要去當教育局長，而擔心會不會開始推動
校長評鑑。是否在校務評鑑中校長的部分加重即可?將校長評鑑單獨獨立出，是否得宜皆可以
再思考。
接受這個評鑑已經是兩個月前久，有點遺忘了，因為評鑑真的是太多了，兩個月內又接
受了其他的評鑑。
我的想法與高校長類似。首先，因原有的校務評鑑中校長領導為單獨的一個項度，當初
已經評鑑過了，也有跟校長評鑑的訪評委員說校長領導的部分已經有了一個等第，然後委員
們也認為這就足供以參考，所以我覺得委員來評鑑鼓勵的性質較高，而較無評鑑的感覺。
第二，校長評鑑的行程與校務評鑑完全一致，就是早上簡報資料檢視，下午皆為訪談，
那訪談比較多的是學生，雖說校長領導與學生關係密切，但抽訪之學生可能並未與校長有過
任何接觸，感覺較無法提供意見，同時委員也發現學生比較講不出些什麼，反倒是跟老師或
行政人員的訪談較能提供評鑑的相關資訊，那之後的學生訪談是否能選擇較具有代表性的學
生?例如除了班聯會的主席之外，也抽點一些社團的幹部，不然學生的直接對口通常為老師，
通常對校長都是無感的。
第三，其中一項是檢視學校環境，這應該是要看在校長這幾年的領導之下是否有妥善地
運用學校資源、改善學校的硬體設備，但這是第一屆，所以委員對學校以前的狀況並不了解，
因此以我而言，我們學校很新，所以設施很好、很漂亮佔了許多優勢，不過實際上建設不是
我處理的，應該也非我的功勞，所以相對而言，對某些校長也是相當不公平的。所以若委員
能在事前了解校園硬體設備在校長任內的改變情況，以此作為評鑑依據或許會更客觀一些。
我們校長評鑑半年前有校務評鑑，校長評鑑跟校務評鑑比較起來真的非常友人道，讓我
評鑑完很有信心。
第一，
評鑑中心的辦理非常有彈性、人性，綺文助理非常有耐心，繳交方式也都依我們的
要求，而且要我們就依平常心就好。
第二，
評鑑當天對我們非常尊重，也給予許多鼓勵，也給我們很多有用的建議，讓大家皆
大歡喜。
第三，
我認為校務評鑑跟校長評鑑有幾個好處，他可以檢視健康狀況，就如前面的校長所
提，是要檢視進步，所以希望這次來的委員做個紀錄，三年後再來，不過如果校長
調校就比較困難了。
第四，
校長接受評鑑，那老師接受評鑑應該也沒話說。因為教師多有自己的團體自成一個
王國，較無受到外界的檢視，藉由評鑑外界的專家者來訪，較能真實的檢視狀況。
首先，今年已經第九年當校長了我認為校長評鑑給自己一個全面性檢視的機會。第二，
如前面所提，校長評鑑在前面，而校務評鑑在三月份，因為團隊很認真的在準備校務評鑑，
所以我不敢打擾團隊，跟台光校長一樣評鑑都自己做，是大學校又是位置特別好的學校，所
以我今年有累的感覺，因為校長評鑑每一項都自己做。再來，我們學校的發展重點有國際教
育跟多元文化尊重，其中有委員建議既然要到國際作交流，那不應該只帶有意願去的老師，
而是把不願意去的老師及要擴展視野的老師通通帶去，這點是我做不到的，有實務上的困難。
另外，人事資料不明其由地洩漏出去，令教師有些焦慮。最後，校長是做課程領導與教
學領導，當然有參與校本課程，但很細節的部分委員詢問還是無法回答。校長評鑑很不錯，
但仍希望校務評鑑排在前面。最後的建議，是不是能有一個非實質但公開的鼓勵。
針對這次校長評鑑兩次事情。第一件事，感謝這次評鑑的委員對於學校的各項檢視和鼓勵，
尤其是到最後的綜合座談，對校長言語上的鼓勵，還有實質上的幫助很大。那第二個是，如
果就剛剛委員、校長報告說，評長評鑑和校務評鑑要結合在一起，那如果校長評鑑是已經必
要的，又沒辦法結合在一起，我有一個想法是說，做為一個校長評鑑，因為每個校長的立足
點不太一樣，環境也都不太一樣，是不是可以在上任之後給校長一個環境還有各方面，這六
個向度裡面做一個自我檢視，然後提供一個表格做一個存底，好像一個評鑑的先前作業一樣，
然後再經過二年後、三年後再做一個生活的檢視，那這樣子就是說各個環境不太一樣，他也
能夠按照學校的環境去做一個改善怎麼樣子，那評鑑的結果做為他改進的方向。那評鑑的當
天，委員可以針對兩年前就他所填的這些表格的東西去做一個檢視，這些表格化的東西是我
們應該在政大這邊裡面會有一個設計的表格，當一個校長應該有做到哪些？學校環境是哪些
做一個檢視，那其他部分，學校做一個補充說明有哪些目前看到不足的地方，做一個補充說
明，然後這個表格放在評鑑中心這裡，兩年後我們在做一個檢視，對於每位校長環境不同，
而做一個比較公平的方式，這是我的想法。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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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評鑑繁多。
校長評鑑相對人性化。
校長評鑑的獨立正當性。

各項評鑑繁多。
校長評鑑與校務評鑑(校長領
導)重疊。
校長評鑑委員參考校務評鑑之
等第，使校長評鑑僅具鼓勵性
質，而未實質意義。
校長評鑑抽訪學生代表性不
足，建議以班聯會及社團幹部
為主。
建議委員事前了解學校背景，
以利做出客觀判斷。

校長評鑑辦理過程有彈性及具
人性化。
校長評鑑過程尊重校方，且給
予實質有效的建議。
建議校長評鑑能將聚焦於檢視
「進步」
，望未來能由同一組委
員檢視同一組學校。
建議辦理教師評鑑。

校長評鑑給予校長全面性檢視
的機會。
校長評鑑的委員給予不切實際
的回饋。
人事資料不明其由地洩漏。
委員提問課程內容過於細節，
校長難以回答。
建議有非實質但公開的鼓勵。
評鑑的綜合座談鼓勵校長並有
實質上幫助。
校長評鑑先設計表格，給新任
校長自我檢視，經 2~3 年後，
再由委員依表格內容以及學校
環境之不同，而給予校長較公
平的評鑑。

附錄三
閻自
安
【國
立臺
北藝
術大
學】

游進
年
【國
立臺
灣師
範大
學教
育學
系教
授】

林俊
彥
【國
立台
北科
技大
學技
術及
職業
教育
研究
所教
授】

李慶
宗
【臺
北市
立成
功高
級中
學校
長】

校長評鑑檢討分析座談—評鑑委員(計十四頁，以一頁為例)

各位先進不好意思，耽誤大家時間，這次參加評鑑我也是第一次，但是我感觸到這次的校長
評鑑能做示範和領航的意義，可以堪稱為全國領航的指標，那參與的過程中我有些心得分享給大
家。因為新北市他們也希望去做全國性的領航，這是他們大概有的企圖心，而在每一個層面裡面
我們都有讓校長去勾選指標，因為每個指標都還不錯滿清楚的，那我建議就是在每個層面裡，是
不是在最後面有個備註欄，讓他們去寫一下學校很值得推薦給其他學校仿效的一個標竿，比如說
課程與教學。就是讓每一個學校在推動他們校務的時候，瞭解我到底在做什麼樣的領航和創新，
在每一個層面裡多了一個他們值得讓其他學校參訪或是觀摩的一個指標，這樣整個資料蒐集下來
後，其實新北市在這個部分就有很多特點，特別提供這樣的淺見給各位參考，謝謝。
我跟剛剛單教授的看法接近，也就是說指標在這裡可能我們可能要思考一下，因為他會涉及
到校長和學校辦學之間的互動，所以之前參與的時候也有提到怎麼樣做一個有效的區隔，現在我
的建議是，我們思考一下裡頭有一些指標可能跟校長的高度或是角色，在描述上比較難去做自評
或者會有爭議的地方，比如說「1-6 擁有良好品德，追求專業成長」，因為這是兩回事，他沒有
品德也可以專業成長，在這裡這個指標就是變成你是要看校長的什麼？所以這個地方就比較難處
理；像 2-2 積極參與，可是以校長高度來講他不是參與課程計畫研訂，他是校長的高度，所以既
然是課程領導和教學領導，他就不是參與，參與應該是老師或課發會相關成員；像 2-5 他是增進，
所以在這個措辭上我們稍微去看一下， 層面一到五當中會有一些在敘述上面比較不符合校長個
人的角色扮演，因為我們現在是從校長領導或是辦學的觀念去看。那第二部分就是層面六，因為
他是學校特色跟發展，那我們目前在試辦，所以可以選最少一個，當然也可以選兩個，但未來我
們全面在辦理的時候，可以發現指標 1 到 7 之間會有互斥，他會有互相排斥的情況，而且第二個
他會有指標效應的大小，比如說第 6-4 這個指標的效應可能會高於其他，因為我是特色品牌學校
了，那既然是特色品牌的話就符應到，而且又跟層面向度的位階會有衝到，就像統計學講的這共
線性太高，但就層面六裡面這幾個指標，其他指標還好，因為目前學校是選 1 到幾個，那我們可
以想學校為什麼選這個，因為我曾經發展這個特色，那未來全面施辦的話他可能就沒有選擇餘地，
要的話我們就指標做限縮減少符應向度的要求，如果要全面有的話，我是建議這個向度跟其他向
度不一樣。第三部分是說，這個向度有些東西會跟前面的會有一些很像的連結，那我們在連結上
面要避免他還有重疊，或是他會有一些不一致的現象，以上，謝謝。
我想剛剛各位所提都滿有道理，整個規劃我個人是很佩服但有幾個小建議，剛也有很多委員
提到，我們評鑑的指標可能有很多重複，我舉個例子「1-1 具有良好的教育理念與領導知能，善
用學校經營策略」，那是事實上 1-2 和 1-1 的重疊性滿高的，1-3 可能跟 1-1 也都有些重疊，因
此怎麼樣再去做一些釐清，或許對未來是有幫助的，像剛剛也有人提到品德是要做為學校的表率，
但是現在變成專業成長，前面跟後面是兩件事，那因此在這一次實際去看，你會發現很多校長他
當然前面跟後面哪一個比較好寫他就專注在那個部分，而忽略另一個部分，所以在這個指標的敘
述上可以再做一點調整。 第二個部分是在時間的安排上，因為這一次的評鑑是主要針對校長不
是針對校務，因此在跟學生訪談和家長訪談的時候，他們對校務或許知道但對校長不見得那麼清
楚，都是很表象的校長很好、校長很親切等等，事實上跟學生和家長的訪談，談不出太多的事情
來，可是時間的安排上面因為抽的關係，像家長 4 個人或 8 個人，你要跟他撐 20 分鐘，可能老
師或是行政人員的訪談時間比重可以再多一點，那跟學生或是家長的訪談時間或許可以再濃縮一
點。 第三個部分是整個方向上面，當然這是見仁見智只是可以提出來參考，通常校長的領導要
成功跟他在哪個學校，那個情境是有密切關係，他在這個學校領導得很好，到另外一個學校，可
能不見得領導的很好，因為情境的問題，因此我們現在針對校長做評鑑是指他在這個學校、這個
情境之下，他或許領導得很好或是領導的有待加強，但是不是代表他換個情境就不太好，這是我
一直常有的一個疑惑。 再來一個是說，以前在中辦的學校，校長連任的時候他有一個考評，那
我們現在有針對校長的評鑑，我不知道將來改隸新北市之後這個校長連任的考評還要不要延續，
那如果說這邊評的很好，學校將來反彈，反應說有點問題，那這個會不會很難去處理，當然這些
比較涉及到校長訪評和評鑑的定位，以上這些意見請參考，謝謝。
參與這個活動學習很多，從教授的身上、被評鑑的校長身上學習很多，所以非常有榮幸參加，
在整個評鑑的過程中，我個人會覺得閱讀資料的時間有一些些被壓縮，這也許是我們時間調整上
的問題，因為參觀校園跟閱讀資料合起來大概一個半鐘頭左右，往往在參觀校園的時候，難免會
稍微多花一點時間，但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閱讀查證佐證資料是非常重要的；那這裡又牽涉到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是不是我們在規定的時候，能有統一佐證資料呈現的方式，我們看了四所學
校裡面，有些是用紙本的方式呈現，有些是在電腦裡面，當然都可以，不過因為不同的作法可能
會讓委員在查閱的過程中，會耗費較多一點的時間，所以我們想要查證一個什麼樣的資料，如果
是紙本呈現，應該是很快就可以取得資料，電腦的話因為我們不是那麼熟悉他的作業方式等等，
或許會稍微耗費一點時間，據我對評鑑學校的瞭解，好像沒有規定是一定用 E 化的方式呈現或者
是紙本，是不是這個可以考量一下做一個統一，方便委員在資料查閱上面會更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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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層面建置備註欄，讓
學校填寫值得推薦給
其他學校仿效的指標
以做為標竿。



指標敘述不符校長角
色。
層面六有指標互斥、指
標效應的問題，可以做
指標限縮。
層面六與其他層面有
連結，應避免重疊或不
一致。










指標重複性。
調整訪談時間。
考量情境因素。
中辦學校改為市立學
校後的評鑑適用。




閱讀資料的時間不足。
佐證資料的呈現方式
統一。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104 年 7 月 31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出國人員
姓名

MOST

103－ 2410 － H－ 004－

日

146－

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研究 1/2 —以新北市校長評鑑為例

郭昭佑

2015 年 7 月 7
日至 2015 年 7
出國時間 月 18 日

服務機
構及職
稱

國立政治大學 教授

出國地

西班牙、荷蘭

點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國
出國研究
外研究設施
目的
■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順道收集資料)

一、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本次最主要是參與在西班牙「The Learner」第 21 屆的研討會，主題是
「What Counts as Learning? Big Data, Little Data,Evidence & Asseaament」，
目前網際網路學習已為當代主流，而利用大數據進行對人類行為的研究，
建構消費與生產理解是重要的模式，教育領域如何應用各種大小數據對學
習者進行理解，或是成為教學與評量的依據，都是本年度重要的探究議題。
今年大會安排二場 Keynote ，其中，倫敦大學教育學院 Diana Luarillard
博士分享「我們的挑戰—教師應擁有學習分析能力以解決教育問題」
，另有
數十篇的論文報告及海報分享，數百位來自西班牙以外幾十個國家參加者
同聚一堂探討有關各種有關學校教學與學習的相關議題。
由於今年的研討會在西班牙，距離不算近，因此利用此次出席國際會
議的機會，前往西班牙巴塞隆納大學參訪，並利用在荷蘭轉機的機會，參
訪荷蘭的課程發展署。

1

二、研究成果
巴賽隆納大學是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學之一，是西班牙教育重心，創立
於 1450 年，校園就是歷史建物，不論是研究數量或是成果品質都相當可觀，
世界大學排名在歐洲也很有競爭性。學校整體院系架構完整，計有 18 個學
院，106 個學系，教師和研究人員人數近 5200 名，學生總數達到 64000 名。
從上述學校規模來看，不難理解台灣在後頂大時代追求卓越的同時，
期望透過大學整併以提升學校經營規模效益，以利於世界大學排名，並解
決近來少子化所面臨的大學危機問題。
該重視科學研究，健康科學領域高達 52%；實驗科學與工程 5%；社
會及法律科學 31%；教育科學 8%；還有藝術與人文 4%。在參訪當日，校
園內同時有四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進行，學術動能相當活躍。巴賽隆納大
學教育學系，有師範專業學程及教育學專業學程，近年來致力於教學創新
(Teaching innovation)及教學改進與革新方案(Teaching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Program)，在教學相關研究上頗有貢獻。
離開巴塞隆納大學，即搭機前往荷蘭參訪課程發展署參訪並收集相關
資料。在參訪過程中，有機會與三位資深研究員進行對話，包括研究哲學
的 Dr. Michels，研究科學的 Dr.Fasoglio 及研究語文的 Dr.Marsman。

2

與三位研究員討論荷蘭與台灣的課程發展經驗

荷蘭課程發展署在荷蘭有兩個據點，此次參訪的是位於烏特勒支的課
程發展署之分院，研究人員約 120 位。課程發展署的任務主要在課程研究，
與台灣的國教院相似，除此之外，該署還參與課程政策制定、推動課程改
革實施，研究經費多來自國家計畫型經費。
在三位研究員熱情的招呼下，從數小時的討論過程中發現，每一位研
究人員的工作均十分獨立自主，在各自的領域進行探究，但也會依著不同
的任務需求、政策委辦或計畫導向進行合作，工作環境相當自由舒適，似
乎也符應了荷蘭的教育「樂觀」的本質。
在對課程政策與課程實踐的議題討論中，發現荷蘭目前所面對的課程
革新亦如火如荼，亦遭受許多的挑戰與辯證，我們就在一杯一杯的咖啡中，
渡過一個充滿知性的下午茶時光。此次的參訪帶回相當多一手的課程發展
署研究資料，對未來的研究理解相當有助益。感謝科技部對於出國經費的
支持。

3

三、建議
在荷蘭的課程署所關心的課程發展與政策議題許多與台灣當前狀況相
似，而其因應的策略或可當作台灣的借鏡，在台灣主要的課程研究機構應
屬國家教育研究院，其課程研究中心宜有機會與更多西方國家的課程研究
單位建立更頻繁的研究交流與成果分享，在課程改革的過程中確立更精準
的方向。

四、本次出國若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其他 (請填寫) 收集未來研究資料_______
五、其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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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人員
姓名

30 日

郭昭佑

服務機構

國立政治大學 教授

及職稱

2015 年 7 月 9 日至

會議

San Pablo CEU NIVERSITY,

2015 年 7 月 11 日

地點

SPAIN

(中文)學習如何估量？大數據、微資料、證據與評估
會議名稱

(英文) What Counts as Learning? Big Data, Little Data,Evidence &
Asseaament
(中文)校長評鑑之後設評鑑研究—以新北市校長評鑑為例

發表題目 (英文) The Study on Meta-Evaluation of Principal Evaluation
: A Case of Principal Evaluation in New Taipei City

一、參加會議經過
此一有關學習的研討會始於 1989 年，最早主要在探究語言的學習及教育研
究網絡，地點在雪梨。其後，逐漸擴展新主題，投入更多元普遍的學習議題，
近來特別關注新學習的議題，主要在學習革新及如何透過教學進行學習變革，
同時關注與學習相關的社會，文化、科技問題。
此會議自 1989 年以來，陸續於馬來西亞理科大學(1999 年);皇家墨爾本理工
大學(2000 年); 希臘雅典大學(2001 年); 中國北京師範大學(2002 年); 英國倫敦
大學(2003 年); 古巴哈瓦那(2004 年); 西班牙格拉納達(2005 年)大學; 牙買加蒙
特哥灣夏普山師範學院，(2006 年);南非約翰內斯堡(2007 年)的大學; 美國伊利
1

諾伊州芝加哥大學(2008 年);西班牙巴塞羅那大學(2009 年);香港教育學院(2010
年);模里西斯，模里西斯大學(2011 年);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學院(2012 年); 希臘羅
得島愛琴海大學(2013 年);美國紐約市蘭德學院在學院(2014 年); 及 2015 年(本年)
在西班牙馬德里 San Pablo CEU 大學。
研討會亦出版許多教育期刊，各編委會每年會從年度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文
章中針對相關主題進行邀請，經由同儕審查後出版，透過研討會、期刊、及書
籍的出版，對教育研究有相當的影響。
今年是「The Learner」第 21 屆的研討會，主題是「What Counts as Learning?
Big Data, Little Data,Evidence & Asseaament」
，目前網際網路學習已為當代主流，
而利用大數據進行對人類行為的研究，建構消費與生產理解是重要的模式，教
育領域如何應用各種大小數據對學習者進行理解，或是成為教學與評量的依據，
都是本年度重要的探究議題。
今年大會安排二場 Keynote ，其中，倫敦大學教育學院 Diana Luarillard 博
士分享「我們的挑戰—教師應擁有學習分析能力以解決教育問題」
，另有數十篇
的論文報告及海報分享，數百位來自西班牙以外幾十個國家參加者同聚一堂探
討有關各種有關學校教學與學習的相關議題。

二、與會心得
近年來在後現代思潮的影響下，學校教育的主軸逐漸由行政管理、教師教
學與社群，逐漸聚焦到學習者—學生身上，而此一轉變也正反映出教育最終的
目的即是學生學習。
在本次參與研討會的過程中，深刻感受到大家對學生學習的關心，不管是
透過校長或行政影響、教學策略的改變、教師專業的發展，或是社區議題的關
心，不少發表最終的關心總能回到學生學習，尤其今年特別重視數據與證據的
收集與評估，可看出自 1970 年代對績效責任要求的影響仍在，即使是今日聚焦
在學習者身上，結果導向仍可見端倪，不同的是，透過科技的影響，數據收集
與分析的便利性，讓數據與證據以確認學生學習及探究更有效的策略變得更為
可能，而這也讓評估、評量或評鑑成為重要的學習推進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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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摘要
近年來，臺灣教育人事評鑑議題自教師評鑑是否入法而受到廣泛
討論。相對而言，校長評鑑在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早已明列應對校長
辦學績效進行評鑑，並作為校長遴選依據。只是多數縣市政府多以校
務評鑑取代之。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自 2003 年開始試辦校長評鑑，已有
36 所學校參與此一試辦計畫。為了解新北市試辦校長評鑑情形，本研
究擬以後設評鑑視角，隨著校長評鑑的辦理，收集相關資料及利害關
係人的意見，以確認此一評鑑辦理的適切性、有效性、可行性及精確
性，提供新北市政府持續辦理校長評鑑之參考。
關鍵字：校長評鑑；後設評鑑；人事評鑑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ssue of Taiwan's personnel evaluation in education was widely
discussed after the discussion of whether teacher evaluation is to be put into law.
Comparatively speaking, principal evaluation has already been explicitly stipulated in the
Enforcement Rules of the Prim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 Act, of which principals'
managing performance shall be evaluated as the basis for principal selection. However,
most county and city governments replace it by school evaluation. In 2003, the New Taipei
City Education Bureau initiated a pilot program of principal evaluation, and there have
been 36 participated school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pilot program of
principal evaluation in New Taipei City, related data and opinions from stakeholders along
with the process of principal evaluation are planned to be collected in this study by the
angle of meta-evaluation, so as to confirm this evaluation's suitability, effectiveness,
feasibility and accuracy and provide them for the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s reference
of continuously carrying out principal evaluation.
Keywords: principal evaluation, meta-evaluation, personnel evaluation

四、建議
目前台灣在教育上應用數據或相關資料庫的研究才開剛始，而更完整資料
庫的建置刻不容緩，教育當局宜透過行政，建置學生學習相關數據資料，惟有
如此，才有機會對相關學生學習相關數據進行進一步的證據導向分析與評估，
對教育的研究才能有更完整的圖像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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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關參訪及資料收集
今年參與研討會，主要帶回的資料包括該大學的相關簡介，及研討會論文
手冊，其中部分新興研究議題均可做為未來對學習相關議題探究的重要參考。
由於今年的研討會在西班牙，距離不算近，因此利用此次出席國際會議的
機會，前往西班牙巴塞隆納大學參訪，並利用在荷蘭轉機的機會，參訪荷蘭的
課程發展署。
巴賽隆納大學是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學之一，是西班牙教育重心，創立於 1450
年，校園就是歷史建物，不論是研究數量或是成果品質都相當可觀，世界大學
排名在歐洲也很有競爭性。學校整體院系架構完整，計有 18 個學院，106 個學
系，教師和研究人員人數近 5200 名，學生總數達到 64000 名。
從上述學校規模來看，不難理解台灣在後頂大時代追求卓越的同時，期望
透過大學整併以提升學校經營規模效益，以利於世界大學排名，並解決近來少
子化所面臨的大學危機問題。
該重視科學研究，健康科學領域高達 52%；實驗科學與工程 5%；社會及法
律科學 31%；教育科學 8%；還有藝術與人文 4%。在參訪當日，校園內同時有
四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進行，學術動能相當活躍。巴賽隆納大學教育學系，有
師範專業學程及教育學專業學程，近年來致力於教學創新(Teaching innovation)
及教學改進與革新方案(Teaching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Program)，在教學
相關研究上頗有貢獻。
離開巴塞隆納大學，即搭機前往荷蘭參訪課程發展署參訪並收集相關資料。
在參訪過程中，有機會與三位資深研究員進行對話，包括研究哲學的 Dr. Michels，
研究科學的 Dr.Fasoglio 及研究語文的 Dr.Mar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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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三位研究員討論荷蘭與台灣的課程發展經驗

荷蘭課程發展署在荷蘭有兩個據點，此次參訪的是位於烏特勒支的課程發
展署之分院，研究人員約 120 位。課程發展署的任務主要在課程研究，與台灣
的國教院相似，除此之外，該署還參與課程政策制定、推動課程改革實施，研
究經費多來自國家計畫型經費。
在三位研究員熱情的招呼下，從數小時的討論過程中發現，每一位研究人
員的工作均十分獨立自主，在各自的領域進行探究，但也會依著不同的任務需
求、政策委辦或計畫導向進行合作，工作環境相當自由舒適，似乎也符應了荷
蘭的教育「樂觀」的本質。
在對課程政策與課程實踐的議題討論中，發現荷蘭目前所面對的課程革新
亦如火如荼，亦遭受許多的挑戰與辯證，我們就在一杯一杯的咖啡中，渡過一
個充滿知性的下午茶時光。此次的參訪帶回相當多一手的課程發展署研究資料，
對未來的研究理解相當有助益。感謝科技部對於出國經費的支持。

六、其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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