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推動大學校務研究之策略
▌文／李政翰．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教育品質及發展科科長

年來，我國高等教育在國際化、少子化、

近

由科學化的研究協助學校進行策劃改善，以解

教育機會普及化及公部門經費緊縮的影響

決學校面臨的挑戰（彭森明，2014）。Alford與

下，大學在組織內外部均面臨了相當大的衝擊，

Aharonian（2011）指出，校務研究乃一組系統

如何確保大學的辦學效能及學生的學習表現、提

性的行動，可以支持機構的規劃、政策的發展及

升大學行政效率、系統性整合學校之財務資源及

進行決策，同時也認為美國的校務研究已從過去

追求校務永續發展，便成了各大學積極構思的議

強調資料的數量及百分比，轉變為著重評估及評

題。在此背景下，進行以證據為本位（evidence-

鑑。

based）的決策模式，善用數據資訊提供的實證

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授Peterson將校務研究發

性，揚棄往昔偏重經驗法則及共識決的決策盲

展依專業化與制度化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

點，也成為亞洲鄰近國家（地區）如大陸、香港

是1950至60年代，旨在因應美國高等教育的普

及日本近期努力的方向。其中，又當屬校務研究

及化，必須有效制定相關政策管理學生事務。

（Institutional Research）為當前探討校務專業化

第二階段是1960至70年代，朝向專業化發展；

行政管理中最受矚目者。

第三階段是19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學習

本文先說明校務研究之意義、緣起及範疇；

成效評估成為校務研究最重要的研究任務之一

接著介紹美國加州大學及史丹佛大學兩所頂尖大

（黃曉波，2014）。賓州州立大學教授Volkwein

學校務研究辦公室的運作情形，以更加了解校務

（2015）指出，校務研究歷經50年的發展，著

研究之實務；再者說明亞洲鄰近國家推動校務研

重的面向有以下幾個轉變特點：⑴從提出報告到

究之情形；最後則闡述目前校務研究面臨之挑

支持決策系統；⑵從現象描述到問題分析；⑶從

戰，並提出我國未來推動校務研究之具體策略。

投入資源到結果產出；⑷從基本的統計及電子數
據表到多變量統計及迴歸模型；⑸從擁有通才的

校務研究之意義、緣起及範疇

小辦公室到擁有專才的大型專業化科層；⑹從多

校務研究又稱為機構研究或院校研究，其出

樣能力的準備到一個校務研究的核心課程。

現在美國1940至1950年代的大學校院中，由於

校務研究提供大學的領導者及政策制定者

當時大學教育快速發展，州立大學紛紛設立，因

在規劃、方案設計及財政決策上有力的支持系

而衍生出學校經營與教學績效受到質疑，需要藉

統，以確保大學在廣泛的領域上盡到應有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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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University of

會責任，相關領域包含了對於入學、財政補

●

助、課程、入學管理、教職員、學生生活、財

California, 2015）
設立目的

政、設施、校友關係等層面所提供的研究支持

⊙

（Howard, McLaughlin, & Knight, 2012）。1998

加州大學總校區之校務研究辦公室設置於校

年針對校務研究重要性的調查發現，校務研究包

長之下，組織名稱為「校務研究及學術規劃」

含了課責／績效、資訊系統／數字管理、留校率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nd Academic Planning，

／畢業率、學習成效評估、數據分析、入學管

簡稱IRAP），其幫助闡明加州大學的進步情

理、辦學成效、相關行政管理問題、教師管理、

形、挑戰以及對未來投資上有關該校任務及學術

財務管理、少數族群／多元性、學生事務，並以

地位的必要性支持。其決策支持服務透過提供證

課責最為重要，其次則是資訊系統／數字管理

據為本位的分析及報告，協助學校領導人進行學

（Linquist, 1999）。Volkwein也點出校務研究分

校管理。藉由這些豐富的資料，校務研究辦公室

析的三個重要面向：⑴校務的報告及政策分析；

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除了分析加州大學系統

⑵規劃、招生及財務管理；⑶品質保證、學習成

中10所大學的表現外，也進行與其他大學比較

效評估、方案檢視、效能及認可（引自Webber,

的同儕分析。再者，該辦公室亦與加州大學領導

Calderon, Nauffal, Saavedra, Bramblett, & Borden,

階層共同發展研究進程及產出前瞻性的分析，以

2015）。

協助加州大學及整體高等教育探討重要議題。其

由以上說明可知，校務研究所包含的範疇極

設立有四個核心價值：

廣，與校務經營有關之層面均屬之，因此必須涵

1.正確（accuracy）：提供可信賴、無偏差、

納多元的專業人才，這些人才需要經過專業課程

相關及完整的分析，以提供背景脈絡、建構政

的系統化培訓。尤其近來學生學習成效確保及評

策、協助方案發展及導引決策的進行。

鑑議題廣受重視，也成為大學在講求課責機制的

2.創意（creativity）：發展資料為導向（data-

校務研究過程中，極為重要的一個環節。此外，

driven）的敘述及資料視覺化，以提供決策支持

校務研究與一般教育議題的研究有所不同，需要

系統。

配合長期及妥善的校務發展策略，以解決當前大

3.合作（collaboration）：與加州大學校長辦

學所面臨的問題，帶領大學朝向更佳的發展方向

公室及校外同事分別合作，提升加州大學的任務

來努力。

角色及公立高等教育機構的目標。
4.專業（expertise）：提供堅實的背景脈絡以

美國及亞洲鄰近國家
推動大學校務研究之情形

了解及管理關鍵事務，包含：學生核准入學、財

美國乃大學推動校務研究之先驅，並且深深

策、人事、研究及財務等。

務補助、註冊、學生學習成效、學術方案、政

專業人員所需具備的技能組型

的影響了近期亞洲各國校務資料蒐集及決策模

⊙

式，以下就美國加州大學及史丹佛大學校務研究

專業領域包含了課責／表現結果報告、學術

辦公室之運作內涵加以說明，並探討校務研究目

規劃及政策、學生（如核准入學、招生規劃、財

前在亞洲相關國家之推動情形：

務支持、學生學習歷程及學習成效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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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型（professional）
研究生畢業後二年、
四年、六年、八年
及十年的就業情形
進行長期追蹤；而為
了解學生在學校的學
習情形，就學生在知
能發展（包含批判思
考、寫作及專業領域
學習）上進行大一及
大四的比較調查；另
▲中華民國教育部代表團2015年6月前往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校務研究辦公室參訪，並聽
取簡報。（何希慧／攝）

為了解入學學生的
背景，也針對學生

財務、全體員工及補償。校務研究辦公室內專家

的種族進行分析；此外，也有針對學校資本需

的技能組型包含三類：

求及促進永續發展的相關成果報告（University

1.決策支援服務：包含公務的報告和特別的分

of California, 2014）。此份報告的指標相當多

析研究；調查研究、分析及報告；影響評估及方

元，大約有150個指標，且是該校校務研究辦

案評鑑；預測模型及結果呈現／資料視覺化。

公室在單項報告中投入最多的一個（常桐善，

2.資料管理及獲得：正規的資料蒐集，包含校
內的資料及外部的資料來源；資料品質的評估及

2014）。
●

史丹佛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

可獲得資料元素的廣泛性理解；建立加州大學校

史丹佛大學的校務研究辦公室全名為「校

長辦公室資料倉儲系統，並和資訊科技服務合

務研究與決策支援」（Institutional Research &

作。

Decision Support，簡稱IR&DS），其有四個主要

3.為支持校園所需的外部監督、環境掃描及外

功能：校務研究、評估與方案評鑑、決策支援服

部報告：進行同儕分析及有效取得外部的資料來

務及資料管理。而它的任務乃透過：⑴提供機構

源；符合外部的報告及州與聯邦的要求。

內決策人員整合的分析及研究；⑵出版報告以提

另配合校務研究的進行，加州大學亦於

供對於機構表現的理解；⑶評估與評鑑校內學術

2009年開始每年出版課責報告（Accountability

及共同課程的學程；⑷建立資料的蒐集與強化資

Report），除了作為校內相關人士校務治理的重

料取得，包含提供訓練及工具；⑸對於資料的蒐

要工具外，也試圖以公開的資料讓相關利害團體

集、使用及解釋，傳播及促進最佳實務；⑹倡議

（stakeholders）深入了解加州大學的良好表現以

資料的品質及公正客觀。運用此六大措施，以強

及各項校務措施改進的成效。在其報告中，呈現

化校園決策（Stanford University, 2015）。

了該校接受學生申請入學、提供獎學金及學生畢

校務研究與決策支援辦公室由三個非常專精

業率等情形，也分別就學術型（academic）及專

的團隊所組成，分別是決策支援服務團隊、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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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以及評估與方案評鑑團隊，其工作重點

方面，在亞洲有東南亞校務研究會（South East

概述如下（Stanford University, 2015）：

Asia 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簡稱

1.決策支援服務團隊：此團隊專精於來自校園

SEAAIR）的成立（王麗雲，2012）。另大陸近

內主要管理系統資料蒐集的規準，以協助資料的

期亦頻繁邀請旅外學者返回大陸，以透過工作坊

使用者回答複雜問題。

或論壇的方式，分享其在國外實際推動校務研究

2.校務研究團隊：此團隊使用管理系統的資料
以及其他可獲得的資源，提供整合性分析，例如

之經驗與作法，也讓大陸的大學校務研究刻正蓬
勃發展中。

教學活動報告、董事資料摘要及部門檔案，並且
提供各部門分析的支援，以透過調查研究評估他

校務研究之挑戰

們的各項方案。

雖然校務研究從美國1940年代發展至今已有

3.評估與學程評鑑團隊：此團隊提供在各種學

超過70年的歷史，然而隨著高等教育機構組織

術表現測驗、學程效能及學生學習成效上具即

的日益複雜、校園內數據資料的多樣性，以及

時、正確及完整的報告。研究領域包含研究生與

決策系統及人力的高度專業化，校務研究時至

大學生學習表現評估，以及教學法、課程及學程

今日仍有許多的挑戰及困難尚待克服。Glover

計畫的評鑑。

（2009）即指出校務研究部門有以下五個挑

●

亞洲鄰近國家推動校務研究之情形

戰：

2009年，日本文部科學省建立校務研究策略

●

制式化報告（compliance reporting）

聯盟，合作的學校有北海道大學、同志社大學、

校務研究人員為了準備對於聯邦、州及認可

大阪府立大學及甲南大學，以期透過學生的分

的報告，需要花費極大的資源及時間，以對於資

析及調查，促進大學相互評價的大學教育質量

料進行精確的定義及測量，然而這些努力常常對

保證體系，並培養一個成熟的全國性大學IR社

於改進學生的學習成效並無太大助益。

群（大学IRコンソーシアム，2015）。此外，

●

技術的障礙（technical barriers）

2010年「大學評價‧學位授與機構」（National

對於校務研究人員來說，能取得資料並得以

Institution for Academic Degrees and University

進入資料系統是相當重要的，且校務研究人員也

Evaluation，簡稱NIAD-UE）成立「IR研究會」，

必須擁有資料字典（data dictionary），以對於資

期促進相關大學與研究人員互相交換經驗，讓校

料庫中的內容做精確分類及定義。

務研究的理念廣為周知。2011年因應第二週期

●

角色的混淆（role confusion）

大學評鑑的展開，文部科學省也修正《學校教育

校務研究辦公室為了進行資料分析及解釋，

法》與《學校教育法施行規則》，課予大學必須

必須廣泛蒐集校務的相關資料，然而常常遭遇哪

公開教學資訊的義務。其中，公益財團法人日本

些部門應該提供哪些資料的困擾。

高等教育評價機構（Japan Institution for Higher

●

影響性（influence）

Education Evaluation，簡稱JIHEE）在第二週期認

若校務研究人員在校內被視為不重要或不具

證評鑑時，已將IR的建構與相關活動列入其中一

影響力的單位，則其所提供的資訊即不會被當成

個評鑑項目（楊武勳，2014）。而在跨國學會

決策的重要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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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與能力
校務研究人員是否有

著太多的任務、沒有充
分的工作時間、需要更
多的人力以及技能的缺
乏等問題。
由以上學者的看法可
了解，要發展完善的校
務研究，必須擁有具備
專業資料處理及分析的
人力，並提供該等人員
良好品質的資料數據及
具有蒐集所需數據資料
的絕對權責；其次，校
務研究人員所隸屬的組
織必須有其獨立性及決
▲校務研究領域涵蓋學生生活與學習成效等面向。圖為史丹佛大學。（何希慧／攝）

策性，以讓校務研究人
員所提出的研究報告對

職稱及組織架構

於機構內部產生影響力；最後，校務研究的工作

校務研究在大學中的地位，與校務研究專責

若過於繁雜，恐降低校務研究的功能與耗費不必

人員的職稱及校務研究所隸屬的單位息息相關。

要的人力，因此必須將工作的重點置於確保及提

因此，管理層級的職稱（administrative titles）被

升學生學習成效的相關議題上。

●

應用於校務研究人員的職稱，如副校長或助理副
校長等，而為提升校務研究人員的影響力，校務

我國推動校務研究之策略

研究的領導者常直接向校長進行報告。

以下茲就國外經驗，提出幾項我國未來推動

此外，Webber等人（2015）也認為校務研究
當前有三個挑戰：
●

組織與關係

校務研究之具體策略：
●

成立校務研究專責單位
從美國校務研究的發展歷史可知，其組織定

涉及校務研究人員是否受到決策層級的支

位多設在校長或副校長辦公室之下的一級行政組

持、校務研究人員的組織歸屬及能否與其他部門

織，如此的組織設計，在全校資料蒐集、統合、

密切合作。

整理及分析，以至於最後的決策過程、策略研擬

●

資料

及執行方案成效的持續追蹤等，方可收直接及整

涉及資料能否有效及正確地加以蒐集及管

全之效，不會因為組織的過度分化及資料分散各

理，以及有無可能產生錯誤的解釋。

處，而影響了資料的客觀性及即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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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
話題

●

校務研究重點置於學習成效評估及提升

研議發展我國校務研究人員的專屬培訓課程，以

近來在認可過程中，大學能否在實地訪視時

更符合我國高等教育的實際需求。

提供學生完成課程後證據本位的學習成效評估

●

成立校際聯盟或發展專業組織

結果，逐漸受到重視（Howard, McLaughlin, &

以日本為例，當初發展校務研究時係以4所大

Knight, 2012）。常桐善（2014）也指出，從加

學策略聯盟為基礎，透過彼此的合作及參照標

州大學開展校務研究的項目來看，對學生入學、

竿，逐步建立起校務研究的內涵，而後再擴散至

學習過程、學業評估等方面是目前也是未來的研

其他學校。而美國在各校推動校務研究的同時，

究核心。鑒於人才培育為大學重要的核心任務，

也成立了校務研究協會，以作為各校交流、分

未來在校務研究的領域中，必須透過多元資料的

享、推廣及精進校務研究觀點與技術的重要平

蒐集及長期追蹤，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以及大學

台。因此，我國在推動校務研究的初始過程中，

的相關教學措施對於學生的實際助益為何，以作

應集結相關學校的資源與人力，一起構築校務研

為持續改進課程及教學的參考。

究的重要內涵，包含研議共同性的資料蒐集項目

有系統地進行校務研究人才培訓

與其明確之定義，並且在資料庫建置、數據分析

Terenzini認為從事校務研究必須具備三種智

技術、調查設計、統計結果解釋上，都可考慮以

能：第一種是技術及分析的智能（technical and

校際合作及透過專業組織的方式來運作，讓我國

analytical intelligence），包含具有方法論的技

大學校務研究的專業知能及技術產生綜效。

術及熟悉具計算功能的相關電腦軟體；第二種

●

●

發展合作及溝通的大學校園文化

是議題的智能（issues intelligence），包含了解

校務研究是高等教育機構中跨領域、跨單

高等教育相關的重要議題、了解機構當中正式

位、跨層級的長期縱貫性活動，從重要資料蒐集

及非正式的決策歷程、能與他人一起達成目標

的設定，到實際蒐集資料、進行相關調查、分析

的能力、了解其他部門及具有關鍵策略目標的

數據、提出報告，乃至於後端的改進策略擬定與

知識等；第三種是情境脈絡的智能（contextual

推動、改善情形的監控掌握等，與校內所有教職

intelligence），包含了解高等教育機構中的文

員均息息相關，難以置身事外。因此，大學校園

化、尊重多元觀點、了解組織運作模式，以及對

內能否建立合作與溝通的組織文化，是校務研究

於外部新興議題的掌握等（引自Jameson, Lenio,

得以成功及長期運行的先決條件，而除了前述的

& Sapp, 2015）。

校務研究專案辦公室外，提供不同單位及層級人

是以，校務研究需要多方面的人才，包含資

員充分的交流、討論機會，對於型塑多元、開放

訊、統計分析、決策管理、高等教育等，而有系

意見交流的校園文化相信深具效益。

統的培育課程以及讓相關的人才能夠密切合作，

●

則是校務研究辦公室能否有效運作的重要因素。

析，對學生進行長期縱貫的追蹤分析

結合政府部門的大數據（Big Data）分

目前美國聯邦教育部及部分大學均有提供校務研

目前大學配合教育部校務基本資料庫的作

究的課程，甚至是線上課程，並且開放世界各地

業，均有蒐集學生、教師、研究、財務等資料數

相關人員參加，我國大學如欲推展校務研究，可

據，然而進一步加以分析，以作為校務決策並據

選送相關人員參加訓練，而長期發展來說，也可

以擬定相關策略方案者則尚未普遍。鑒於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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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領域大數據分析的日益重要，政府已針對如大

究的趨勢觀之，校務研究運作成效之良寙，將是

學註冊率、博士生薪資及職涯發展情形等進行分

影響學校辦學及學生學習表現之關鍵，加上近期

析且公布相關數據，因此未來大學所推動的校務

巨量資料的概念及其效益在諸多領域皆帶來革命

研究，可結合政府部門的大數據分析，以了解學

性的影響，顛覆了傳統決策的思維模式，以及高

生的學習成效及畢業後的工作表現，並作為調整

等教育具有引導國家經濟及科技發展的角色，故

系所教學實施及課程規劃的重要參考。

健全校務研究之推動機制，作為相關決策及策略
研擬之堅實基礎，以期能確實提升我國高等教育

臺灣宜積極健全校務研究推動機制

之教研水準，應是臺灣必須積極致力的方向。

從亞洲鄰近國家近年來大力推動大學校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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