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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蕭玉真．弘光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副教授兼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及校務研究辦公室執行秘書

校務研究提升校務治理績效
——以弘光科大為例

巨
量資料掀起生活、工作和思考方式

的全面革新，且正在跨入教育體系

的所有層面，透過校務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 IR），從創校48年累計數據中，

了解學校現況與發現問題，並轉譯教育

現場，擬定各項措施，解決現有問題，

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及校務治理能力，

是弘光科技大學從事IR的目標。

IR並非新的概念，1701年耶魯大學對

蘇格蘭的大學進行組織管理結構研究，

啟動第一項IR活動；1965年校務研究協

會（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IR）在美國成立，目前擁有4,000多位會

員，遍及世界各國大學，研究範圍涉及大學運作

的所有面向；2004年日本國立大學法人化與第一

週期認證評鑑同時實施後，IR相關活動便陸續展

開；2015年臺灣教育部補助26所一般大學及24

所科技校院試辦「提升大學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

畫」；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資訊發達與大學品

保制度的推動，IR已成為教學改善及校務治理不

可或缺的工具。

建置資料庫及組成研究團隊

是從事IR首要工作

IR是透過資料的蒐集、分析、詮釋、報告，

及全體教職員工行動，以促進機構決定與運作績

效。IR所需要的資料庫相當多元，包括：（1）學

校運作的管理數據，如學生、教職員、財務、課

程、環境設備、學術研究等；（2）調查研究數據，

如學生學習模式與習慣、生活行動、職涯方向、

食物營養與安全、行政人員工作參與等；及（3）

外部的數據，如畢業生流向調查、雇主滿意度調

查及大學註冊率與排名等。

除了資料庫建置，從事IR，亦需有優質的校務

研究團隊，掌握良好的校務議題，具備研究、統

計分析及詮釋的能力。建置完整、正確有用的資

料庫及擁有優秀的研究團隊與人力，知己知彼，

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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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校務研究發現問題並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是弘光科大的目

標。（學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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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獲得回饋。

弘光從事IR的作法

為完善IR機制，弘光科大啟動三項措施，包括：

（1）設立校務研究專責單位，負責規劃、執行與

傳播；（2）完成校內資料庫系統建置；及（3）發

展良好的數據處理技術。說明如下：

　● 設立校務研究辦公室（OIR）

校 務 研 究 辦 公 室（Offi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OIR）整合校內

相關專業背景教職員及延攬校外專

業人員組成專業團隊，包括熟稔校

務可從事研究之人員（Institutional 

Research, IR）、系統建置、倉儲與管

理人員（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和能將數據挖掘活化並有效分析利用

的資料分析師（Data Technology, DT）

等三類人員，並於2014年10月31日

成立，由校長擔任辦公室主任，置

執行秘書一人，綜理辦公室事務，

下設三組，各組工作職掌及組織架

構如圖一，希望透過IR、IT和DT的緊

密鏈結，達到校務效益（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 IE）的績效，並擬訂OIR

和其他部門之分工、隸屬關係與運作

機制如圖二。

IR研究議題於2014-2015年由OIR

辦公室主任或執行秘書研訂，2016年

起，由學校提供經費予6個學院，各

院自訂研究議題，OIR負責追蹤管考、

彙整全校研究成果及撰寫研究成果報

告。

　● 完成校內資料庫系統建置

執行校務研究，需有完整的學生、教師、職

員工、會計及總務等各項資料庫。為有效提升校

務專業管理能力，弘光自2014年8月起由校長主

持，定期及密集地召開會議，邀集行政及教學單

位主管針對數十個資料庫進行盤點、整合與串

連，成為校務整合資料庫，並由IT單位蒐集、彙

整、倉儲與管理，OIR或其他單位有研究需求時，

依流程向IT單位申請，截至2015年底，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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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 檢討

圖一  弘光OIR組織架構圖

圖二  弘光OIR與其他部門隸屬分工關係

　　  與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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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至2015年學生學習歷程與成效資料庫（100

項資料）、教師歷程檔案資料庫（84項）、職員

工歷程檔案資料庫（21項資料）、會計業務歷程

檔案資料庫及總務業務歷程檔案資料庫等，並持

續進行建置中，列舉學生、教師及職員工資料庫

項目提供參考，如表一、二、三。

　● 發展良好的數據處理技術（DT）

為能將數據活化並有效分析和利用，弘光聘

請擅長資料探勘與分析技術的專兼任資料數值分

析人員3位，引進及發展各項數據處理技術，透

過跨單位與跨領域人員共同討論與磨合，彙整及

提出解決校內問題的措施，提供決策參考及健全

IR之運作模式。

執行IR  降低休退率的成果及流程

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弘光自2014年起從事

多項IR議題分析，以下列舉「降低休退生比率」

實例提供參考，執行成果及研究流程如下：

焦點
   話題

表三  職員工歷程檔案資料庫

類  別 內   涵

個人檔案

‧基本資料、聘任紀錄、進修紀錄

‧  校內外獲獎紀錄、擔任委員會紀
　錄

我的專長
‧證照、興趣、專長

‧職能分析紀錄

工作歷程

‧考核等第、職員工評鑑

‧ 職務調動紀錄、升遷紀錄、獎懲
　紀錄

學習分享
‧教育訓練課程紀錄

‧校外研習紀錄、學習反饋

追蹤輔導 ‧被預警紀錄、追蹤輔導紀錄

表一  學生學習歷程與成效資料庫

類  別 內   涵

基本資料

‧我的簡介、學涯發展、入學資訊

‧ 健康檢查、家庭經濟狀況、志工
　資格調查

學習歷程

‧學生入學後修課紀錄、各科目成績

‧ 校外實習、工讀、社團、檢定、
　獲獎紀錄

‧ 預警輔導、出缺勤、獎懲紀錄、
　國際交流

我的能力

‧ 學生校、院、系所及跨領域課程
     學習過程與成效
‧畢業門檻達成情形

課程地圖

‧學生在校各項課程學習

‧選課輔導紀錄

‧未來職涯進路

生涯帳戶
‧ 學生生涯規劃，區分短、中、長
　程目標

學習分享 ‧包括文章、照片、作品與學習回應

追蹤輔導

‧休退學、轉復學生追蹤輔導紀錄

‧轉學生參加攜手輔導社群資料

‧畢業生流向追蹤、雇主滿意度調查

 表二  教師歷程檔案資料庫

類  別  內   涵

個人檔案
‧個人資料、研究成果

‧實務教師、國際交流

教學歷程

‧開課紀錄、教師評鑑、優良教師

‧彈性薪資、創新教學、教材教具

‧ 被預警紀錄、被輔導紀錄、性平
　紀錄

‧教師升等、競賽、證照、指導學

　生科技部計畫

服務歷程
‧校外專業服務

‧研發成果反饋教學

指導歷程

‧輔導學生（補救教學）紀錄

‧ 證照輔導、升學輔導、出國研習
　輔導

‧ 創業輔導、專題輔導、研發成果
　商品化輔導

研習歷程 ‧進修研習、研習回應、學習反思

輔導歷程

‧輔導休退學生紀錄

‧個人接受輔導紀錄

‧課程拍攝、獎懲紀錄

　● �發現問題：2013學年學生休退率約占全

校學生數10％

從校務自我評鑑資料中發現，2013年2月至

2014年7月此三個學期中，弘光學生一學年之休

退學學生比率約占總學生數之10％。

　● �為什麼會發生：啟動校務研究，了解學      

生休退學原因

為了解學生休退學原因及學生休退後的學涯

目標，校務研究辦公室從校務資料庫中調出休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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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基本資料、休退生問卷分析（包括：性別、學

制、休退學事由及休退後學涯目標），及休退生

可能影響因素分析（包括：休退學每學期人數與

比例、休退學學生與預警制度、休退學學生是否

接受輔導及休退學學生是否貸款等）。校務探析

發現：

1.  三個學期中休退生比例最高的，都發生在

一年級學生。

 2.  三個學期中，以2013學年第一學期休退生

比例最高。

3.  三個學期的休退生預警比率均高於60％，

表示休退生在學習績效本質上，扮演比較

弱的角色。

 4.  學生經輔導後休退學比率仍高，可見輔導

工作有加強的必要。

5.  休退生中接受預警比率約為60％至76％；

接受輔導比率約為50％至58％，可能學校

預警及輔導機制做得不夠落實。

6.  學生貸款後，休退學比率仍約占20％至

33％，如何協助學生克服此項問題，亦是

學校該思考的方向。

● �可能發生甚麼：研提解決措施，設定降低

10％休退率目標

從上述分析結果了解，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完善各面向輔導機制是IR過程中必須面對與改善

的問題。校務研究辦公室會議決議，請相關單位

共同研訂降低休退生的解決方案，包括新訂及強

學年╱

學期

學生

人數

休學

人數

退學

人數

休退

人數

休退

比率

2013/1 12,822 362 473 835 6.51％

2014/1 13,131 354 475 829 6.31％

2015/1 13,006 304 377 681 5.20％

表四  2013、2014、2015學年度

          第一學期休退學人數一覽表

化各項輔導機制。學校乃參考教育部針對休退生

原因的分類，依經濟因素、志趣不合及學業成績

等三面向，除強化原作法外，並新訂「購買工時

安心向學計畫」、實施單科25人以上不及格科目

補救教學、關懷休退生下一哩、休退期間啟動輔

導機制、休退生返校進行座談會、成立轉復學生

攜手社群、各系承認學生修讀外系學分、放寬學

生重補修選課規定及放寬學生轉系等措施，希望

照顧到每個學生的需求；並設定自2015學年起每

年降低10％休退率的目標。

　● �可能發生的最佳情況是甚麼：達成降低

10％休退率目標

為貫徹績效責任制度，自2015學年起將各系

所「降低學生休退率」執行成效納入系所經費分

配指標。於執行一學年後，比較2013-2015三個

學年第一學期相關資料，呈現休退生人數及比率

逐年遞減的情形，2015學年第一學期休退生人

數比2014學年減少148人（降低17.85％），比

2013學年減少154人（降低18.44％），詳如表四，

達成並超過既定目標。

盼各校發展適合自己的IR

提升校務治理績效

弘光科大自2014年8月1日啟動IR機制，已完

成多項研究議題，並根據IR的發現，擬定改進措

施或解決方案，有些議題成效已展現，有些尚

待時間觀察或滾動修正，整體來說，已透過IR方

式，達到校務專業管理的基礎目標。高等教育評

鑑中心黃榮村董事長表示，高教存亡不是只有創

新轉型的問題，大學也需有好的基礎設施及校務

研究治理機制，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亦已於

2015年10月獲內政部同意申設。期待在教育部

及協會的帶領下，臺灣各大學大步向前邁進，建

立適合各校的IR制度並提升校務治理績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