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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學院評鑑的主旨在於協助學校提升

教學品質，確保技術學院培育出的專業人

才，能符合社會及產業發展趨勢的能力需

求。教務行政工作是負責督導執行人才培育

的重要部門，因此技術學院評鑑甚為重視教

務行政工作效能的評鑑，其項目與內容著重

於教務行政業務，強調課程與教學的執行成

效、教務行政制度的效率、教學評鑑與回饋

改善機制等，旨在確保教學品質。本文旨在

針對歷年來教務行政評鑑的經驗與結果，分

析技術學院教務行政工作的運作現況及潛在

問題，並且分析優質教務行政系統應有的作

業內容和表現，藉以提供改善教務行政工作

之參考。

當前技術學院教務行政之

運作現象與潛在問題

各校教務處均是學校創辦以來必然開設

的首重部門，擔任課程安排、學生註冊與成

績登錄等辦學核心事務。然而，隨著時代變

化，學校受到社會環境及產業變遷之影響，

教務工作的項目與內涵亦快速巨幅轉變，目

前技術學院的教務行政工作已普遍演變成以

下的實際執行現象與潛在問題：

●運作現象

1.教務處普遍受到全校高度重視，肩負校

長辦學理念並領導學校各單位發展之重責

評鑑過程中發現，教務處仍是各校最核心

與重要的一級單位：（1）教務處位於校內

重要核心位置，受到學校高度重視；（2）

教務處經常統籌校內重要計畫及評鑑相關事

務，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3）教務長均

為學校頗具威望者，有豐富的行政經驗、高

度行政熱忱及積極處事態度，對學校重要決

策具有關鍵性影響。顯然，各技術學院高度

重視教務工作，教學品質似乎決定學生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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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也主導著學校的生存和校譽。

2.教務處主要的工作重點仍著重於傳統的

例行性庶務工作

評鑑中發現，教務行政的業務內容重複

性甚高，且側重於各項法規的執行和各系所

相關業務之管控；教務行政的業務內容雖被

視為引領學校及各系所之課程結構及教學發

展，但實際的工作內容大多依照既定之行事

曆和例行性庶務而行，包括辦理日程（如招

生考試日程、教學評量實施日程等）及教務

工作標準作業程序之規定。教務工作者多以

如期完成業務及遵照標準作業流程為主要目

標，這些行政工作的項目和內容已深植教務

工作者的任務使命和職務認知之中，似乎無

暇針對學校特色或社會趨勢下，思考教務工

作或教學品質所需之新策略，而提出革新的

想法及具體規劃。

3.教務行政工作已普遍高度運用資訊科技

之協助，著實提高工作效能

現代技術學院的教務處已經普遍透過資訊

科技的輔助，廣泛地建置網路系統，包括選

課系統、教學評量系統及學籍管理系統等，

有效縮短申請程序及時間花費，也減少了教

務工作人員的資料登錄、審閱、檢核及資料

分析的次數和時間。教務工作者已漸漸對著

電腦做事，教務行政工作亦因而傾向於資料

的處理工作；人（教師、學生）的特質與社

會（需求、趨勢）的演變似乎亦在此效率化

與精確化的工作內容中淡褪，鮮少受到真實

而深入的分析。

4.業務承辦人員普遍謹慎遵循法規，嚴謹

從事

在近年各校激烈競爭與工作漸行繁重之

際，教務工作者高度重視教務行政工作的守

法性和效率化，人人均認真地完成份內的制

式工作，普遍以嚴謹的態度辦理教務業務。

依照相關法規，定期召開各項制式的表訂會

議（如教務會議、課程審查會議、課程委員

會議等），以保障業務的正當性和正確性。

這種顯赫而重要的教務工作，只有穩健進

行，不容閃失，亦不易撼動，當然也絕非容

易變革其組織運作和功能任務。

●潛在問題

在歷年的評鑑中，技術學院的教務行政工

作在恪遵法規而避免失誤的同時，卻也潛藏

著一些堪慮的問題：

1.教務處位居各行政處室之首，卻未必真

實整合各單位之資訊以有效進行教務革新之

任務 

技術學院教務處為各校之核心單位，普

遍是學校各項計畫及重要任務交辦的負責單

位，常肩負帶領各系所發展之重責；但評鑑

中發現教務處的相關會議中，鮮少見到具體

整合及運用校內各相關教學資源之討論方案

等紀錄；換言之，教務處雖承辦校內核心事

務，卻未必真實統整學校行政及學術資源

（如整合產學研發資源於課程規劃之應用、

整合校友就業資訊之檢討反思於課程教授及

教學內容等）。

2.教務處鮮少針對教學評量結果，進行系

統性的分析，以探究學生意見背後隱含的多

項原因與意義，藉以引導教師專業發展和推

動具體改善措施

評鑑中發現，各校均已普遍推行教學評

量，促使教師重新檢視其教學成效。但教務

處的業務紀錄中，鮮少見到因此建立有效的

深入分析與追蹤機制，包括從中分析教師教

學之普遍強項與弱項特質，做為教師教學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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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職能發展之依據；或是分析教學評量結

果，而探究學生之學習傾向、學習適應度與

課程銜接等深入性的潛在問題。

3.教務行政工作已普遍實施各層級課程審

查之運作模式，卻少見藉由審查過程中引導

各系所發展前瞻性課程結構

評鑑亦發現，教務行政工作雖已慣例性地

進行校內課程審查，執法無疑，但少有具體

要求和專業院系進行發展願景、核心能力，

與課程結構之對照分析，進而進行系統性的

課程調整。同時，亦鮮少見到教務處針對大

環境之變遷與就業人才需求之演變趨勢，而

建立全校核心課程與趨勢課程之開發等具體

作為和相關措施。

4.資訊科技之運用似乎多侷限於提升例行

教務工作之效率，而鮮少對教務資訊進行系

統性分析

資訊科技已運用於教務行政工作中，明顯

提升了教務工作之效能；然而卻鮮少見到教

務工作中建立系統分析與資訊運用的機制，

包括分析歷年開課資料與社會需求人才之比

對，以做為各系所對課程內容調整之依據；

或是分析教學評量資料，探討學生學習動

機、學習適應和銜接能力，以及教師教學特

質與表現之分析等問題。

5.各校的開課與否幾乎都決定於學生修課

人數，而非取決於該課程的重要性和長遠發

展性

課程結構的意義在於因應知識建構的結構

需要和未來職涯發展的專業知能需要，而開

設出足以使學生因應社會產業專業需求的課

程，同時也應反映出該教授群的研發成果。

評鑑卻發現，各校普遍均因開課成本之考

量，而設定開課之最低修課學生人數。此項

政策導致各校，即使是研究所，普遍不易見

到創新內容的課程，究其原因，似乎是因為

絕大多數的學生尚未理解創新領域課程之內

容，而僅有少數學生修課。許多教授在因應

產業趨勢的專題研發成果上不易開成課程，

以致無法有系統地培育學生。唯獨少數的優

質技術學院在平衡開課成本與鼓勵創新課程

之間，採取系所學分定額制，容許教授們在

基本授課學分數之內，不計修課學生人數而

開設新興領域之課程，如此可以經由新設課

程而帶動專業與產業之發展，亦可建立系所

之專業特色。

技專校院教務工作之改善意見分析

在技術學院的評鑑中，委員們一直關切

學校對於未來專業人才的培育效能，而高度

重視教務行政工作，因此評鑑委員們普遍建

議：

1.各技術學院宜加強培養學生的實務能

力，須積極輔導學生考取實務證照，並結合

課程規劃與實務證照輔導，落實技職教學特

色 

正如Pucha l s ka（2004）與Kagaa r i

（2007）所提出有關職業證照以確保學

生技能精熟學習的論點，也呼應李隆盛

（2010）所提倡將證照輔導課程與現有專

業課程結合，以縮短學校育才與產業需才間

的落差，評鑑委員們建議技術學院教務行政

者宜規劃各系所依據學生實際能力，設計妥

適之證照輔導課程，並落實於課程規劃中。

2.學校宜有效培育學生適應產業的能力與

技能訓練，而增開實習或實驗課程，並建立

產學合作機制

有鑑於目前我國技術學院的課程架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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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普遍未能落實學生實務能力之培

養（蕭錫錡，2009），且評鑑過程中亦發

現，學生基礎能力之培育與訓練仍顯不足，

評鑑委員極力建議各校宜積極規劃足以改善

學生實務能力之具體措施，包括增加實習課

程之時數和內容、規劃校外實習課程；或是

延攬具產學經驗之教師，增進學生實務知

能。 

3.各校對於教學優良教師之選拔，宜考慮

增列多樣性考核指標，以彰顯技術學院應有

的學校功能，並確保其選拔之公正客觀性 

學校對於教學優良教師之遴選，視為對於

教師教學表現的肯定；但各校對於教學優良

教師之遴選依據，普遍仍以學生所提供的教

學評量為主要考量，少見其他考核標準，例

如教學內容的創新性、教材內容與產業的銜

接程度等等。有鑑於此，委員們建議各校應

增列多樣考核指標，包括產業參訪紀錄、同

儕評量，與社會產業知能之教學成效等，藉

此發揮技術學院教學應有品質之代表性與指

標性。

技術學院教務行政工作的具體建議

技術學院的辦學主旨在培育社會產業所

需之專業人才，亦使學生能在未來的職涯世

界中持續發展，以發揮個人的價值；而教務

行政工作正是學校實踐其教學與人才培育之

主導單位。教務行政工作正是這種整合產業

社會發展與系所教學之銜接樞紐單位（圖

一）。

針對教務行政工作的效能，本文基於技術

學院的評鑑經驗和歷年來評鑑委員的建議內

容，提出以下建議：

1.教務行政宜規劃適當之機制，促使各專

業系所針對社會與產業發展趨勢，進行系統

性資料蒐集與分析，建立課程內涵之回饋機

制，並據此規劃出足以帶動學術和產業發展

的新課程

教務行政之核心重點在於強調課程審議，

包括課程內容之修正、課程架構之調整等；

各技術學院宜有系統性機制，蒐集影響技術

學院辦學績效之相關資料，包括教育政策發

展趨勢、社會產業變遷趨勢，與校友就業資

訊等資料，並藉此檢視現有課程架構之妥適

性，規劃符合產業趨勢及提升學生就業競爭

力之課程。

2.學校宜針對教師教學評量之結果進行多

面向之系統性分析，規劃完善之教師教學職

能提升策略與輔導機制

教學品質保證是教務行政工作的核心任

務，教師的教學職能是落實教學任務與確保

教學品質的關鍵因素。因此，針對學生施測

的教學評量結果反映出部分的關鍵訊息，宜

分析出教學相關的因素，包括教師專長與授

課內容的相符程度、學生學習適應程度、課

程結構的完整性和銜接性等。藉此，各校建

立教學改善及輔導制度，包括規劃教學輔導

研習會、訂定教師追蹤考核標準，以及課程

結構的適當性等。

3.各校宜建置數位化教材之協助製作單位

與資源交流機制，分享e化教材與課程

正如施如齡、吳香儀（2007）提出數位

科技的發展重整教學環境之觀點，製作數位

化教材之分享機制，已成為學校數位學習的

發展重點。有鑑於此，技術學院宜建置數位

教材製作之分享機制，包括數位教材分享平

台、教師自製課程教材及影音課程下載等，

讓教師能透過數位教材之分享機制，達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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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分享與交流之目的。

4.技術學院宜建立積極而主動的新興課程

開設機制，反映社會與產業發展之趨勢

課程結構與教學內容是彰顯學校價值的重

要途徑，學校藉以培育人才，引領社會及產

業發展。課程應是專家和教授們基於學術建

構的理念以及人才能力需求的考量而開設，

絕非取決於尚未窺見學術全貌又未知產業生

態的學生，或是單純地端視開課成本。正如

優質學校的政策，技術學院在引領產業發展

的使命與開課成本的雙重考量之下，宜建立

各系所開課學分與成本的總額制度，容許並

鼓勵教授們開設新課程，以結合產業技術和

知識研發的成果。

圖一  教務工作運作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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