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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保進．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兼研發處校務研究中心主任

建立確保學生學習成效品質文化
之校務研究機制

在
當前國際化潮流下，為強化學生生涯競爭

力，學生學習品質的評估與確保已成為高

等教育教學品質的核心價值。因此，從學生學

習成效核心能力的訂定、課程地圖之建置、教學

與學習評量的多元化、總整性學習評量機制之建

立，以及畢業生生涯流向之追蹤等策略與行動，

莫不成為當前高等教育課程與教學關注之核心議

題。而評鑑作為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之一環，當然

也必須關注學生學習成效之檢核，學生學習成效

之品質保證當然就成為近年來主要國家高等教育

評鑑之核心主軸。

品質是高教的根基

歐 盟 國 家 自1999年 波 隆 納 宣 言（Bologna 

Declaration）確認在2010年建立歐盟高等教育區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EHEA），讓學

生得以流動並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之目標後，基

於推動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多年的成果，為提

升高等教育品質，各高等教育機構開始引進新的

內部管理系統、資源分配方式，納入利害關係人

於校務決策中，開放更多機會讓學生參與品質保

證的過程，提供教與學反饋的機制，以提高教

職員生在品質提升（quality enhancement）過程

中的意識。同時也宣告，「品質」是EHEA的根

基，從而強調品質具有三個關鍵意涵：品質不僅

是一系列的學術價值，其目的在滿足利害關係人

的期待，也是機構創新、學術傳統與社會關聯

之間的平衡；最後，「品質」是學生選擇的自

由——個體移動的自由。期能從品質保證基礎建

設（infrastructure）之建立，進一步促進高等教

育機構之品質提升（EUA, 2007），從而建立一

個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主軸之品質文化。

品質文化的兩個層次

在 歐 洲 大 學 協 會（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EUA）的觀點中，品質文化是一個內

部追求持續品質提升之組織文化，具有兩個層面

的機制：機構本身層次與機構成員層次。

在機構本身之品質提升層次，Vlasceanu、

Grunberg及Parlea（2004）指出品質提升的重點，

在於持續性追求永久的改善。對於高等教育機構

而言，善用社會賦予大學之機構自主和自由，對

大學本身或學生學習成效之品質改善進行精確測

量，以最大化地展現品質提升，是一個大學之基

本責任。大學必須植基於其設置宗旨與教育目

標，透過內部品質文化，發展品質提升的機制。

其中，「大學自主」意指大學有權利進行自

主組織和行政決定、設定校務發展優先策略與行

動、管理預算、進行教職員招聘、建立學生入學

機制、設計教育形式和內容。自主讓大學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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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有意義之方法，發展品質監控活動之長期策

略規劃。而品質文化則可降低機構之科層體制，

透過關注持續改善，而不僅只是監控品質，從而

促使整體品質提升。而透明度係指在機構本身

與機構所設置之各種學程二個層次，能對辦學

品質建立透明機制，這種品質文化之透明度，

使得外部對資源績效責任之檢視，變成要求大

學能負起設計內部品質文化，以達到最大效益之

責任。

在機構成員之品質轉化層次，品質轉化是一

個個人（包括學習者、學生、教師和行政人員）

改變了他們的知覺和世界觀的過程，這種大學內

部利害關係人改變的過程，能為學生帶來附加價

值。「附加價值」乃指藉由測量品質，顯示教育

提高了學生的學習經驗、知識、技能和態度，並

使學生成為具批判、反思、終身學習的個體的轉

化過程。而大學對創造附加價值所應扮演之角

色，在於確保學生能充分地參與學習過程，進而

培養出對於學習結果有創意、傳遞和評鑑能力之

學生，使學生能真正成為學習和評鑑過程之核

心；亦即品質轉化是以學生學習為本位，透過大

學教職員的轉化，以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高教機構內部品質文化模式

因此，Irakli（2008）指出，發展出

高等教育機構內部之品質文化的模式

是可行的，這個品質文化模式（如圖

一）透過對機構或學程之品質提升，

掌握大學自主與透明之特性，以展現

大學之效能，從而符合外部品質保證

機制對績效責任之需求；同時，透過

大學內部利害關係人之品質轉化，從

而從學生自我增能之轉化過程中，創

造學習之附加價值。整個品質文化模

式代表的是品質發展的持續性過程，

而非僅著眼於輸入和輸出間之線性發展。

在高等教育機構實踐品質文化的概念，能促

使利害關係人參與校務，以符應品質目標，並確

保一個由下而上的取徑。這個模式顯示管理層面

由上而下的過程，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其提供

了一個從機構內部自主提升的動力、一個對效能

的需求，以及透明度。管理層自上而下的舉措，

具有幾個重要性：創造共同的願景、運用價值觀

和策略以啟動變革、賦權增能予學生和教職員

（Irakli，2008）。然而，管理過程唯有透過讓

利害關係人參與和賦權增能，使其分享有關內部

品質文化的價值、態度，才能讓內部品質文化成

為一個利害關係人對於品質擔起責任的民主化過

程。

 

校務研究可促動高教品質提升

校務研究之概念，源於1940年代美國大學期

望藉由科學化的研究協助學校進行策略規劃，以

解決學校面臨的挑戰。校務研究乃一組系統性的

行動，可以支持機構的規劃、政策的發展及進行

決策，透過對校務經營相關資料的數量及百分

比，轉變為進行校務評估及評鑑之資訊，從而建

圖一  高教機構內部品質文化模式
資料來源： “From quality assurance to quality enhancement in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by G. Irakli, 2008,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43, p.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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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校務經營科學決策之知識。Volkwein（2015）

指出，校務研究歷經50年的發展，著重的面向有

以下幾個轉變特點：

（1）從提出報告到支持決策系統；（2）從現象

描述到問題分析；（3）從投入資源到結果產出；（4）

從基本的統計及電子數據表到多變量統計及迴歸

模型；（5）從擁有通才的小辦公室到擁有專才的

大型專業化科層；（6）從多樣能力的準備到一個

校務研究的核心課程。由Volkwein之觀點可知，

校務研究的精神正是在使高等教育之發展，能從

品質保證基礎建設之建立，進一步促動高等教育

之品質提升。

校務研究的功能

校務研究的功能在大學行政架構中，常被置

於學術事務中的一個重要部門，亦有大學將校務

研究功能提升到直屬校長下的一個委員會，或是

獨立設置一個校務效能或策略規劃之行政單位

（Volkwein, Ying, & Woodell, 2012）。目前校務

研究在大學行政運作中，除進行常態性之調查報

告外，亦會針對大學教育目標的達成或大學面對

之挑戰，進行一些研究計畫或專案調查，並將研

究結果供校長或行政部門進行決策之參據。

過去五十年來，美國的大學多已普設校務研

究部門，透過對組織效能與外部環境間關係之分

析，評估大學內部能力與外在需求與威脅之配適

程度，來提供大學進行機構功能強化或建議。因

此，校務研究事實上是應用社會科學或企業之研

究方法，將機構與其他的資料轉化成具效度、

信度及穩定性之知識，以改善機構效能的大學

校務經營與治理功能（Irish Universities Quality 

Board[IUQB], 2008）。

而一個健全之校務研究機制，首先在協助大

學進行校務發展之政策分析，進而擬訂校務發展

策略規劃，並對校務經營與治理進行妥善之財務

管理與分析，確保資源運用之有效性，且透過品

質保證機制與結果評估，確認組織之效能，最

後，定期出版校務年度績效報告，以善盡大學

之社會公民責任。愛爾蘭大學品質理事會（Irish 

Universities Quality Board, IUQB）（2008）亦認

為只有校務研究、策略規劃及品質保證三者間建

立緊密關係與平衡，大學才能真正展現辦學績

效。

確保學生學習成效品質文化的

校務研究內涵

根據圖一歐盟為落實EHEA政策所推動之品質

文化計畫中所涵蓋之品質提升與品質轉化二個內

涵，其中機構本身層次之品質提升過程即是校務

研究所關注之組織效能，而組織效能之展現在近

年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下，都是強調讓學生成為

學習過程之核心，透過監控與提升學生學習經

驗，確保學生學習成效之品質提升。而機構成員

層次之品質轉化過程，正是以學生學習為本位而

將學習者置於核心，讓學習者對於學習過程富有

擁有權並具有傳遞學習結果之責任，它是一種學

生自我增能之學習過程的品質轉化，此即是校務

研究中所關注之學生學習成效。

根據圖一與校務研究之內涵，一個確保學生

學習成效品質文化為主軸之校務研究機制，可以

圖二表示之。由圖二可知，以品質文化為主軸之

校務研究機制，共分為策略規劃、執行、評估、

品質改善等四個歷程，以下分別說明之：

　●策略規劃
策略規劃對大學高等教育機構而言是大學得

以在各種背景脈絡中運作與理性發展之基礎，這

些背景從國家層次來看，包括社會、文化、科

技、經濟與政治等脈絡環境；若從大學競爭力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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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視之，則包括區域、全國及國際競爭之脈絡環

境（IUQB, 2008）。整個策略規劃之內容則包括

學生學習、教師教學與研究、技術移轉、校務經

營與治理、大學社會公民責任等向度之策略與行

動方案。這些策略與行動方案當移轉到以學生學

習成效為主軸時，則高等教育機構必須建置一套

完整之學生學習參與資料庫，從學生入學背景分

析（甚至高中學習經驗回溯），到大學學習生活

（包括課堂正式課程學習、課外學習活動、社會

服務、學習成效評估），以及畢業後之生涯發展

追蹤，都應根據大學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

建立完整之調查資料庫，如此方能提供研擬校務

發展策略規劃之決策所需要的客觀資訊。

　●執行
以品質文化為主軸之校務治理機制，在執行

圖二  品質文化為主軸之校務治理機制

品質結果

品質資料

蒐集分析

結
果
應
用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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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根據歐盟推動EHEA政策之經驗，包括內

部與外部之利害關係人都是校務策略規劃目標之

執行者，大學之利害關係人包括內部之學生與教

職員，以及外部之校友與企業雇主。我國2011年

推動之大學校務評鑑，正是強調建立以學生學習

成效品質保證為核心之評鑑機制，其強調大學在

建立與落實學生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時，應重

視蒐集內部與外部利害關係人意見，作為研擬校

務發展策略規劃之依據。

為因應教育部推動校務研究之政策，各大學

校院目前莫不積極設立校務研究之專責單位，然

因校務研究在國內是一新興概念，因此各大學校

院也遭遇了一些共同的困境。包括：（1）定位不

明；（2）專業人力不足；（3）統計與資訊人才欠缺；

及（4）資料採礦（data mining）統計專業技術之

欠缺等問題。以我國大學校院運作之現況，加上

校務研究涉及相關單位之協調整合（例如校務資

訊系統之整合），一個能有效執行校務研究之專

責單位，最理想當然是效法美國大學有一個策略

副校長辦公室之設置，至少也需是一個校級之一

級行政單位，其主管除具備校務研究所需之專業

能力外，理想上也該是校內一位資深同仁，如此

才能提升協調整合之效率。其次，校務研究單位

絕不應是一個相關單位同仁組成之委員會（甚至

是兼任）性質，如此才能確保專業經驗之建立與

傳承。

　●品質評估
兼顧機構效能與學生學習成效品質文化為主

軸之校務治理機制，在品質評估階段分為二個層

次之品質評估。包括：

1.機構成員層次之品質評估

機構成員之品質評估包括學生與教師二個對

象，在學生部分，包括學生學習先備知識與經驗

之評估，以及學習成效之評估二個部分，這些評

宗旨、任務、目標發展

校務經營KPI
年度績效報告

策略規劃

品質評估

學生先備經驗

學生學習成效

課程評鑑

教師教學與學術研究

學程╱系所評鑑

校務認可

內部成果報告

外部績效公布

品質改善方案

評估方法後設評鑑

品質改善

內部利害關係人

外部利害關係人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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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根據歐盟推動EHEA政策之各種方案，均須強

調以學生應具備之核心能力為評估工具之設計依

據，以期精確評估學生之學習成效。至於對教師

教學與學術研究之評估，應轉移至以學生為學習

核心之教學典範；教師教學與學術研究之品質評

估，亦應聚焦在教師教學能協助學生達成應具備

核心能力之基礎下，評估教師對所開設課程之課

程設計、教學內容規劃及學習評量方式。

2. 機構本身層次之品質評估

機構本身層次之品質評估包括對學程／系所

之評鑑以及校務之品質評估二個層次。不論是學

程／系所或校務之品質評估，都應以尊重大學學

術自主之自我評鑑（self-study）為基準，而大學

也應負起本身之社會公民責任，重視辦學績效之

透明度，以符應外部品質保證機構對大學績效責

任之要求，並確保大學校務發展之多元化。

針對以上二個層次的品質評估，除自我評鑑

機制之建立外，90年代末首先在國外企業界出現

的商業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 BI）的引進，

應該可以協助大學校院在進行品質評估時進行資

料整合與萃取上之效能。BI為企業為提高營運性

能而採用的一系列方法、技術和軟體。它把先進

的信息技術應用到整個企業，不僅為企業提供

信息獲取能力，而且通過對信息的開發，將其轉

變為企業的競爭優勢。目前，商業智能通常被理

解為將企業中現有的數據轉化為知識，幫助企業

做出明智的業務經營決策的工具。這裡所談的數

據包括來自企業業務系統的訂單、庫存、交易帳

目、客戶和供應商資料及來自企業所處行業和競

爭對手的數據，以及來自企業所處的其他外部環

境中的各種數據。

將BI應用到校務研究中，即根據學生學習成效

之核心內涵，從目前散布在從學生入學到生涯追

蹤調查之各項校務資訊資料庫，甚至是校外之相

關資料，萃取與學生學習成效相關之資料，並透

過統計技術整合出有用之資訊，作為校務決策之

科學依據。

　●品質改善
在品質改善階段，大學校務研究應依據校務

發展策略規劃所擬定之校務經營目標，透過自我

評鑑機制，蒐集內部與外部利害關係人之意見與

事實資料之品質評估結果，定期向內部與外部利

害關係人公布辦學績效，同時根據品質評估結果

擬定品質改善方案，並對品質評估方法進行後設

評鑑，再依據品質改善策略與行動方案，對校務

發展策略規劃進行滾動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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