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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交流道

高
等教育評鑑之辦理，乃是為確保大學

辦學品質，實踐其績效責任，確保

學生學習權益（王麗雲，2013），惟以上目

標之達成，需賴健全之機構為底，也就是能

思考、能反省、能改進之大專校院機構；有

好的機構體質，上述目標承諾才不致成為鏡

花水月。因此，高等教育機構之經營與發展

便至為重要，這也是校務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的功能。

校務研究攸關高等教育的持續發展

高教評鑑宛如健康檢查，惟只靠健康檢

查並不會讓人更健康，能根據各種資訊自我

理解與自我保養，才能帶來健康。過去評

鑑辦理的焦點，外部性較強，集中在外部

標準的符應，過與不過向是學校最在意的

事，至於為什麼過？為什麼不過？過了之後

怎樣？代表什麼意義？沒過之後如何自處？

學校在目前高教脈絡下該如何發展？相關探

究不多。103年度系所評鑑指標修訂重點之

一，即在強調學校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

（項目五）（王麗雲，2013）。美國西部校

院認可協會大學校院審議委員會（West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 - Senio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Commission，簡稱

WASC Senior）2013年新修正之認可標準第

四項也強調受評單位必須能營造組織，投入

品質保證、機構學習與改進（WASC Senior, 

2013）。歸納來說，學校能自主評鑑，自我

研究，自我學習，自行管理，具備品保與創

新精進的能動性，才是高等教育持續發展的

保障。

準此，本文擬說明校務研究的意義與重

點，並說明校務研究與自我評鑑及自我改進

的關係，最後則探討如何辦理校務研究，以

促進高等教育機構自我評鑑與改進。

什麼是校務研究？

校務研究的定義頗多，顧名思義是針對校

務所進行的研究（彭森明，2013），Saupe

與Montgomery（1970）認為校務研究是

「透過資料蒐集、分析、報告，以及教職

員行動，以促進高等教育機構的運作與決

定」。上述定義指出校務研究的核心要素：

資料與行動。在資料部分，校務研究強調對

校務資料的蒐集、分析、報告。其次是根據

資料所產生的資訊解讀與行動，這些行動包

括運作決定與決策決定。當然，校務研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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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校務研究
進行自我評鑑與自我改進

評鑑可以告訴你好壞，但不一定能告訴你該怎麼做，校務研究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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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的目的是

提升學校辦

學品質，促

進學校良善發

展。研究為本

的校務行動應

該是校務研究

的核心精神。

校務研究所強

調的研究與社

會科學研究有

同有異，前者

的應用性較

強，經驗知

識（experiential knowledge）重要性不下理

論知識（theoretical knowledge），不過使

用的方法與需遵守的研究倫理並無太大差異

（王麗雲，2013）。

校務研究與自我評鑑

及自我改進的關係

根據大學法第五條規定，大學應辦理自

我評鑑，但執行至此，大學自我評鑑較像外

部評鑑前的練習賽，目標是為了通過外部評

鑑，而非自我反省、學習與改進，對組織發

展的幫助有限。自我評鑑要有效，有五個條

件，分別是：⑴歷程受到信賴；⑵品質與

學術結構一致；⑶提供適當的訓練和支持；

⑷自我評鑑過程中有可靠的資訊及明確的

外部參照點；⑸回饋圈是密合的（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 

2013）。這五點中的第1、2、4點，都與資

訊及證據有關，也是校務研究的重點。自我

評鑑歷程要受到信賴，作法需是系統性的、

科學的，主觀的意見與任意的作法不易令人

信服，自我評鑑的結果自然不被採信。高等

教育社群文化核心是求真創新，自我評鑑若

是虛應故事，缺乏可靠證據與探究精神，便

違反高等教育核心價值，也不容易說服師生

參與自我評鑑。最後，自我評鑑過程中需提

供參考資訊以便形成判斷。自我評鑑中對深

度資訊的需求，使得校務研究在自我評鑑年

代更形重要，以證據為本的檢視（evidence-

based review）方能帶來有效的學習與改

進。

細究校務研究的功能，約有下列幾項：

1.了解校務現況

關鍵校務資料的掌握，是校務發展的根

本。簡單（但關鍵）的資料如新生特徵、招

生錄取率或報到率、財務狀況、教師研究產

出狀況、畢業生就業狀況與學用配合度、利

害關係人對辦學的意見等等，若能長期穩定

蒐集，可以協助大專校院快速掌握辦學現

況。這些資料較屬基本描述性資料，也常常

▲關鍵校務資料的掌握，是校務發展的根本。（張祐銘／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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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進一步校務研究的基礎。例如利用臺灣高

等教育整合資料庫畢業生流向資料分析發現

某個科系畢業生學用配合度相當低，遠低於

全校及全國平均，就很有理由可以要求該科

系進一步探討原因，甚至進行科系調整或課

程改進。

2.發現問題

校務研究透過資料長期追蹤與分析，有

時可發現趨勢，使問題浮現。例如發現修課

人數過少的課占全校總課數比例越來越高，

代表經營成本增加，應該了解並處理（吳正

己，2013）。

3.發現真相

學校所蒐集到的資料，或是評鑑資料，常

是淺層片面，缺乏脈絡性與因果訊息，而校

務研究重原因探究，常會得到與表面印象大

為不同的結論。Ehrenberg（2005）提到康

乃爾大學原本預計關閉其社會學系，因為該

系在全美社會學系的排名一直不理想，但透

過校務研究深入分析後，發現該系教授生產

力完全不輸全美前十名社會系；校方因而作

成與表面數字意涵完全不同的決定，大幅增

加對該系的投入，使該系排名躍升。看清數

字，找對原因，才能促成對目標與行動的深

度思考。

4.解決校務問題

學校中常有各說各話的情況，要解決爭

議性的問題，透過客觀數據的分析，比起

校內唇槍舌劍或拉幫結黨對校務發展更有幫

助。例如師培生名額要多給大學部或多給研

究所？學生延畢是好或不好？畢業生學用配

合度高一定是好的嗎？畢業生22K問題有多

嚴重？何以致之？學校的那些作為會令其更

為惡化？客觀數據分析研究，可以給我們證

據，獲得多重與深度的理解，根據這些深度

理解所作的決定，當然與未經深入研究，只

憑表面印象或數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所

做的決定要合理。

5.擬定校務發展方向

校務研究若能了解整體高等教育狀況與學

校利基，將有助於擬定校務發展方向。校務

發展方向之擬定不但要知己，還要知彼（整

體高等教育環境、其他高等教育機構表現、

全國學生狀況、勞動市場與經濟發展現況與

未來趨勢）。這也是校務研究具挑戰性之

處。

以校務研究或證據為基礎的自我評鑑，較

為深入，為自己所訂的參照點，或對數字所

作成的判斷也會較正確、較有意義。當自我

評鑑有效，具說服力時，自我改進就較易發

生。

如何辦理校務研究為本的自我評鑑

與自我改進

校務研究的基礎是資料、解讀與行動。

資料是校務研究的底，校務研究所需要

的資料包括量化與質性資料、客觀資料與意

見資料、輸入產出資料與歷程性資料、內部

資料與外部資料。量化資料靠統計或調查而

得，質性資料以文字或訪談為主。客觀資料

以事實性資料為主，如生師比、財務狀況

等，意見資料如滿意度、認同度、想法等，

較偏主觀，但師生集體主觀就是學校所需面

對的客觀，學校必須面對。輸入產出資料如

學生特徵或學測成績、畢業生就業狀況，歷

程性資料如辦理活動、課程教學品質等。

內部資料指學校的資料，外部資料如其他學

校資料、勞動市場資料、經濟發展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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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鑑需要「四看」，除了往回看、往

內看、往前看外，也需要往外看（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 

2013），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有全國性資

料的原因。找到一些有意義的參照點，將自

己放在環境脈絡中審視，判斷可能的因果關

係，對機構表現的意義會有更正確的詮釋，

也才能找到更有利基的發展方向。

透過解讀詮釋，資料才會有意義，變成可

用的資訊。甚至有時需要蒐集更多資料以正

確詮釋資料的意義，了解影響現象的因素，

才不會是盲目的行動。透過自我研究，達成

正確自我評鑑，才能形成好的建議，促進機

構改進與自我發展。

圖一為一實例，某系使用臺灣高等教育整

合資料庫進行校務研究，發現大一學生認為

本系不是學生想唸的科系（量尺為1~4分，

系平均分數2.21分，遠低於全校的2.84分，全

國的2.77分）。若根據此資料，系的辦學似

乎出了相當大問題，若是評鑑，對這個系的

價值判斷會是負向的，作成的行動可能是處

罰學系，經費刪減或減招。校務研究則會多

問一些問題，例如其他數據也顯示系辦學不

佳嗎？學生說不想唸這個系，真正的原因是

什麼？透過學生訪談，發現量化數字是正確

的，大一學生的確恐慌，原因是系上排課及

新生入學輔導不足；但是觀看其他量化數據

（大三學生滿意度相當高），找到相反的證

據，再透過訪談找出矛盾訊息產生的原因，

發動課程及學生輔導改革。量化資料是個警

訊，也是救贖，學校

透過校務研究找到辦

學的盲點與利基。在

校務研究過程中，透

過不同方法蒐集了更

多的資訊，綜合資訊

進行理解詮釋，作成

暫時性的判斷與行動

方案。

簡單來說，評鑑著

重價值判斷，校務研

究則注重原因探究及

解決方案。值得注意

的是解決方案仍是一

暫時性的假設，仍待

後續評鑑驗證改進措

施是否有效，是以機

構自我評鑑與校務研

究乃形成一循環，協
圖一  如何進行校務研究例釋

問題：大一學生認為本系不是想唸的科系

尋找更多
資訊

學生表示不清楚
本系課程師資發展

分析原因

1. 大一課程絕大部分為通識或共同課程，本系
課程開設不多，對本系課程與師資接觸有
限。

2. 大一導師多生活輔導，缺生涯輔導。
3. 宣傳不足，學生對本系進路不了解。

1. 調整課程順序與架構，增加大一本系課程。
2. 大一導師強化生涯與職涯輔導能力。
3. 編製新生手冊、新生入學輔導強化生涯與職
涯輔導。強化對系上認識。

4. 強化網頁宣傳，重視高中端招生說明。

大三學生滿
意度相當高

訊息矛盾，訪
談大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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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機構改進（見圖二）。

展望：校務研究需要條件配合

高等教育評鑑的發展方向，期望大學能擔

負起更多自我品保與自我精進的責任，高等

教育機構若能透過校務研究與自我評鑑，促

進機構學習與改進，則其辦學品質亦應能增

進。

做好校務研究，下列條件的配合很重要。

首先是資料庫的建置。校務研究所需要的資

料庫相當多元，包括機構資料或外部資料，

學校要能建立或獲得有效、正確、關鍵之校

務相關資料庫，政府也應予以協助。其次是

優質的校務研究人員。該等人力需對校務議

題有良好的掌握，也應具備研究能力，

具備議題智能（issue intelligence）、

分析智能（ t e c h n i c a l  a n a l y t i c a l 

intelligence）、脈絡智能（contextual 

intelligence），成為校務發展的智庫。

校務研究不是萬靈丹，不見得能解決

學校所有問題或提出良好政策（Monk, 

2013）。但透過校務研究，學校的反

省、行動與政策，較能以證據為本，提

供較為深入的思考，這些都是校務發展

的點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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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機構自我評鑑與校務研究之循環

校務研究 自我評鑑
校務
精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