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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在現今國際競爭激烈的情勢下，高等教育的品質已成為國家競爭力的重

要指標，提昇品質與追求卓越無疑是教育改革過程中的理想目標。因

此，各國為能在這高度競爭的環境中持續的達成目標，追求高品質的教

育已成為各國努力的方向。此外，隨著聯考制度的即將廢除，升學管道

將有更多的選擇，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元的升學方式，所有的大專院校都

竭盡所能的發揮他們的特色，並藉由高品質的教育來吸引具有潛力的學

生就讀。 本論文為提昇輔仁大學管理學院的教育品質，利用品質機能展

開法來蒐集教師及學生對行政支援與教學過程的需求，及探討教師及學

生之間對於提昇教育品質的期望與差距，最後提出建議以作為輔仁大學



管理學院提昇教育品質之參考依據。 研究結果顯示：（1）為滿足教育

顧客對行政支援的要求，院方在進行各項行政支援活動時應規劃完善且

有架構的課程、確保財務收支狀況良好、聘任教師時應重視教師的學經

歷及降低生/師比；（2）為滿足教育顧客對教學過程的需求，教師於教

學過程中必須審慎的選擇教材、強化本身的教學能力、善用相關輔助教

材來協助教學及落實做中學的精神。  

摘要

(英) 

As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intensified, the quality of high level education become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ny country. Raising quality and achieving excellence is 

without doubt the ideal goal of the transforming process of education. And hence 

pursuing high quality education has become the direction of improvement any 

country who would like to continuously complete in such a highly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Besides, the joint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s going to be 

replaced by multi-channel and diversified admission processes. Al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rying their best to attract the most promising students by 

emphasizing their high quality educ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rying to 

upgrade the education quality of the college of management of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hrough the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approach. Based on this 

approach, the faculty and students’ expectations about the administrative support 

and teaching process can be obtained. Moreover, faculty and students’ 

recognition and gaps about improving the education quality can also being 

explored. Finally, the research findings can be useful guidelines for college of 

management at Fu-Jen University in raising its service quality. The research 

finding indicates that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customers in 

administrative support, college of management must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curriculum, sound financial status, rigorous standard in recruiting faculty, and 

reducing student faculty ratio. As to the issue of fulfilling the requirements in 

teaching process, the faculty must carefully select the teaching material, 

strengthen his/her teaching ability, use supporting materials and implement the 

philosophy of learning by 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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