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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臺灣校務研究國際研討會 議程表 
 
活動時間：2023 年 2 月 17 日（星期五）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協辦單位：弘光科技大學、明新科技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活動地點：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商大樓國際會議廳 

時間 (Taipei Time) 大會議程 
8:40 – 9:00 報到 
9:00 – 9:20 開幕式 
9:20 – 9:30 合照 
9:30 – 10:20 專題演講 I 
10:20 – 10:50 中場休息 

海

報

靜

態

展

示 

10:50 – 11: 40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11:40 – 11: 50 中場休息 

11:50 – 12:40 

論文發表 I 

招生與選才 
 

Session I-1 
Room 7203 

大學社會責任 
與永續發展 
Session I-2 
Room 7204 

教學品保 
與教學創新實踐 

Session I-3 
Room 7209 

12:40 – 13:40 午餐 

13:40 – 14:30 

論文發表 II 

招生與選才 
 

Session II-1 
Room 7203 

大學社會責任 
與永續發展 
Session II-2 
Room 7204 

教學品保 
與教學創新實踐 

Session II-3 
Room 7209 

14:30 – 14:40 中場休息 
海

報

發

表 

14:40 – 15:30 

論文發表 III 

校務治理 
與效能精進 
Session Ⅲ-1 
Room 7203 

校務治理 
與效能精進 
Session Ⅲ-2 
Room 7204 

15:30 – 15:50 中場休息 

15:50 – 16:40 專題演講 II 

16:40 – 17:00 閉幕式暨頒獎典禮 

  



 

2 
 

2023 年臺灣校務研究國際研討會 詳細議程表 
2023 年 2 月 17 日（星期五） 

時間 
(Taipei Time) 大會議程 

8:40 – 9:00 報到 

9:00 – 9:20 
(20 分鐘) 

開幕式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林奇宏理事長 

 
貴賓致詞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楊玉惠司長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謝俊宏校長 

9:20 – 9:30 合照 

9:30 – 10:20 
(50 分鐘) 

專題演講 I：Cultivating Talents with Global Competence and Global Human 
Resources 

主持人：弘光科技大學 黃月桂校長 
演講人：Prof. Futao Huang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Hiroshima University 

10:20 – 10:50 中場休息 

海

報

靜

態

展

示 

10:50 – 11:40 
(50 分鐘)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11:40 – 11:50  中場休息 

11:50 – 12:40 
(50 分鐘) 

論文發表 I 

招生與選才 
 

Session I-1 
Room 7203 

大學社會責任 
與永續發展 
Session I-2 
Room 7204 

教學品保 
與教學創新實踐 

Session I-3 
Room 7209 

與談人： 
明新科技大學 林鴻銘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李建宏教授 
 
 
論文 1：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梁啓暉 
大學透過多元化數據報告精

進校務治理之探討 
 
 
論文 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黃國豪科

技大學入學管道對學生在學

表現及就業表現之影響 

與談人：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張家瑋副

教授* 
致理科技大學 黃建翔副教授 
 
論文 1： 
高雄醫學大學 魯盈讌 
經濟與文化不利畢業學生在

校學習暨職涯探索參與經驗

對其未來就業表現之影響 
 
論文 2： 
嶺東科技大學 林佳慶 
探討大專校院之弱勢生的學

習成效-以中部某私立科技大

學為例 

與談人： 
國立中央大學 鄭保志副教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傅遠智副

教授 
 
論文 1： 
實踐大學 羅譽鑫 
疫情下線上教學之學習態度

與傾向調查 
 
 
論文 2： 
國立中央大學 許哲毓 
以資電領域學生雙語學習成

果探索課程設計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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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Taipei Time) 大會議程 

12:40 – 13:40 午餐 

13:40 – 14:30 
(50 分鐘) 

論文發表 II 

招生與選才 
 

Session II-1 
Room 7203 

大學社會責任 
與永續發展 
Session II-2 
Room 7204 

教學品保 
與教學創新實踐 

Session II-3 
Room 7209 

與談人： 
亞洲大學 陳大正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楊子奇助

理教授 
 
論文 1： 
弘光科技大學 沈碩彬 
大學精準招生作業之多元分

析策略與成效探析 
 
 
論文 2： 
靜宜大學 劉荐宏 
應用校務研究視野探究臺灣

大專院校招收境外生之比較

研究 

與談人： 
國立中興大學 邱明斌教授* 
東海大學 許書銘副教授 
 
 
論文 1： 
明新科技大學 林鴻銘 
以靜至動-近 10 年大學生對

社會關懷之看法與實踐之趨

勢變遷初探 
 
論文 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陳威廷 
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

學排名表現之預測因素 

與談人： 
中原大學 王保進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 徐士勛教授 
 
 
論文 1： 
國立清華大學 祝若穎 
多元修課有益嗎？修課深度

與廣度對人際互動能力與就

業競爭力之影響 
 
論文 2： 
明新科技大學 薛家明 
科技大學大一學生英語證照

考試教學成效評估 

14:30 – 14:40 中場休息 

海

報

發

表 

14:40 – 15:30 
(50 分鐘) 

論文發表 III 

校務治理與效能精進 
Session Ⅲ-1 
Room 7203 

校務治理與效能精進 
Session Ⅲ-2 
Room 7204 

與談人：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劉奕蘭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 湯家偉副教授 
 
論文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蔡孟芳 
教師參與高教深耕計畫之教學成效探討 
 
 
論文 2： 
國立中正大學 戴弘鈞 
從博士生觀點探討國際學術合作與國際

移動力 

與談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邱皓政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 林靜慧助理教授 
 
論文 1： 
國立中正大學 楊家瑜 
以學院為核心？從大學學院組織效能探

討院長領導角色 
 
論文 2：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楊子奇 
利用人工智慧技術來理解大學機構如何

為學生準備數位世代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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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Taipei Time) 大會議程 

15:30 – 15:50 中場休息 

15:50 – 16:40 
(50 分鐘) 

專題演講 II：競爭型計畫經費獲得與大學績效表現的關聯性 
主持人：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林靜慧秘書長 

演講人：何希慧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 

16:40 – 17:00 
(20 分鐘) 

閉幕式暨頒獎典禮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林靜慧秘書長 

頒發最佳論文獎、最佳海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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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TAI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genda 

Friday, February 17, 2023 
Time 

(Taipei Time) Agenda 

8:40 – 9:00 Registration 

9:00 – 9:20 
(20 mins) 

Opening Remark 
Dr. Chi-Hung Lin, President of Taiwan 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Distinguished Guest’s Remark 

Dr. Yu-Huei Yang, Director General of Department of Technolog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Dr. Chun-Hung Hsieh, President of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9:20 – 9:30 Group Photo 

9:30 – 10:20 
(50 mins) 

Keynote Speech I 
Title: Cultivating Talents with Global Competence and Global Human Resources 

Moderator：Dr. Huang, Yueh-Guey Laura, President of Hungkuang University 
Speaker：Prof. Futao Huang,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Hiroshima University 

10:20 – 10:50 Tea Break 

Poster Session 

10:50 – 11: 40 
(50 mins) 4th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aiwan 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11:40 – 11: 50 Tea Break 

11:50 – 12:40 
(50 mins) 

Oral Presentation I 

Student Recruitment & 
Selection 

Session I-1 
Room 7203 

USR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ession I-2 
Room 7204 

Quality Assurance & 
Innovative Practice 

Session I-3 
Room 7209 

Panelists: 
Dr. Lin, Hung-Ming*, 
Ming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r. Lee, Chien-Hung,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Paper I: 
Liang, Chi-Hu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scussion on Universities 
Improve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by Using 
Diversified Data Reporting 

Panelists: 
Dr. Chang, Jia-Wei*,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r. Huang, Chien-Hsiang, 
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aper I: 
Lu, Ying-Yan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The Effect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Unfavorable 
Graduates’ In-school Study 
and Career Exploration 
Participation on Their 

Panelists: 
Dr. Cheng, P.C. Roger*,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Dr. Fu, Yuan Chih,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aper I： 
Lo, Yu-Hsin (Shih Chien 
University) 
A Survey of Learning 
Attitude and Readiness of 
Online Classes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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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aipei Time) Agenda 

 
 
 
Paper II: 
Hwang, Gwo-Haur (National 
Yunl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Impact of University 
Admissions Methods on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Employment Performance  

Future Employment 
Performance 
 
Paper II： 
Lin, Chia-Ching (Ling Tung 
University) 
The Study of Learning 
Outcomes of Disadvantaged 
Students i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An Empirical 
Case of a Privat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Central 
Taiwan 

 
 
Paper II： 
Hsu, Che-Yu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Developing the Strategies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by 
Using Students from Colleg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s Bilingual 
Learning Outcome 

12:40 – 13:40 Lunch 

13:40 – 14:30 
(50 mins) 

Oral Presentation II 

Student Recruitment & 
Selection 

Session II-1 
Room 7203 

USR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ession II-2 
Room 7204 

Quality Assurance & 
Innovative Practice 

Session II-3 
Room 7209 

Panelists: 
Dr. Chen, Ta-Cheng*, Asia 
University 
Dr. Yang, Tzu-Chi,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Paper I： 
Shen, Shuo-Pin (Hungkuang 
University) 
The Effects on the Multiple 
Analysis Strategies of 
University Precise 
Enrollment Operations 
 
 
 
 
Paper II： 
Liou, Chien-Hung (Providence 
University)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Admission of Foreign 
Students to Taiwan’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anelists: 
Dr. Chiu, Eric M.P.*,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Dr. Hsu, Sue-Ming, Tunghai 
University 
 
Paper I： 
Lin, Hung-Ming (Ming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College Students’ 
Views and Practices of Social 
Concern in the Past 10 Years 
 
 
 
Paper II： 
Chen, Wei-Ti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Performance in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Panelists: 
Dr. Wang, Bao-Jinn*,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Dr. Hsu, Shih-Hsu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Paper I： 
Chu, Joying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Is It Beneficial to Take 
Multiple Courses? The 
Influence of Taking Course 
Depth and Breadth on 
Interpersonal Skills and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Paper II： 
Hsueh, Chia-Ming (Ming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 Evaluation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English 
Certificate Examination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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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aipei Time) Agenda 

Using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Freshman Students in 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4:30 – 14:40 Tea Break 

Poster Presentation
 

14:40 – 15:30 
(50 mins) 

Oral Presentation III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 
Advancement 
Session III-1 
Room 7203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 
Advancement 
Session III-2 
Room 7204 

Panelists: 
Dr. Liu, Yih-Lan*,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Dr. Tang, Chia-Wei,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Paper I： 
Tsai, Meng-Fang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vestigating the Teaching Effects 
of Teachers’ Particip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Sprout Project 
 
Paper II： 
Tai, Hung-Chu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Discussion o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op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o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ctoral Students 

Panelists: 
Dr. Chiou, HawJe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r. Lin, Ching-Hui,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Paper I： 
Yang, Chia-Yu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University’s College as the Core 
Teaching Units? Analysis on 
Deans’ Leadership Roles through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Paper II： 
Yang, Tzu-Chi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Understand How 
University Institutions Can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 Digital Era 

15:30 – 15:50 Tea Break 

15:50 – 16:40 
(50 mins) 

Keynote Speech II 
Title: Does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Matter Under Competition-Based Funding 

for Higher Education? 
Moderator：Dr. Ching-Hui Lin, Secretary-general of Taiwan 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Speaker：Dr. Shi-Huei Ho,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Evaluation, University of Taipei 

16:40 – 17:00 
(20 mins) 

Closing Remark and Award Ceremony 
Dr. Ching-Hui Lin, Secretary-general of Taiwan 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Best Paper Award & Best Poster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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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1.高鐵臺中站接駁車資訊 

(1) 本場次研討會備有專屬接駁車，發車時間與乘車地點如下： 

上午接駁 發車時間 乘車地點 

高鐵臺中站→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上午 08：10 高鐵臺中站 1 樓 6 號出口 
下午接駁 發車時間 乘車地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高鐵臺中站 下午 17：30 校門內廣場(同上午下車處) 
 

(2) 建議搭乘高鐵班次如下，以利搭乘接駁車： 

南下(南港-->台中)車次 預計抵達臺中時間 
0203 07:18 
0803 07:30 
0603 07:51 
北上(左營-->台中)車次 預計抵達臺中時間 
1602 07:38 
0204 07:46 
1302 07:51 

高鐵臺中站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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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鐵轉乘市區公車抵達臺中科技大學 

至高鐵臺中站 1 樓客運轉運站搭乘市區公車，建議搭乘市區公車路線如下： 

市區公車路線 高鐵臺中站 
乘車月台 動線說明 行進時間 

(約略) 

159_高鐵臺中站─中國醫藥大

學─台中公園 第 13 月台 
於「台中一中

站」下車，步行

至臺中科技大學 

約 27 分鐘 
(13 個停靠站) 

70_嶺東科技大學─高鐵臺中

站─綠川東站(經臺中科大) 第 15 月台 於「國立臺中科

技大學站」下車 
約 46 分鐘 
(41 個停靠站) 

82 延_高鐵臺中站─貿易三村 第 15 月台 於「國立臺中科

技大學站」下車 
約 35 分鐘 
(31 個停靠站) 

99_嶺東科技大學─高鐵臺中

站─綠川東站(經臺中科大) 第 17 月台 於「國立臺中科

技大學站」下車 
約 34 分鐘 
(26 個停靠站) 

3.臺鐵臺中站轉乘市區公車抵達臺中科技大學 

搭乘路徑「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站名公車，皆可直達校區， 
可搭乘之市區公車路線如下： 
市區公車 路線 

臺中客運 

6、8、12(台中車站 B 月台)、14、15、29(台灣大道第一廣場)、35(台
中車站 D 月台/民族路)、70(台灣大道第一廣場)、71(台中車站民族

路)、82(台中車站 B 月台)、108、132(台中車站 D 月台)、304、307、
324(台中車站民族路)、500、700(台中車站大智北路或成功路)、901 

仁友客運 21(台中車站民族路)、105 

統聯客運 1(台中車站民族路)、25(台中車站 D 月台/民族路)、61、73(台中車站

成功路)、301、303、308、326 

豐原客運 
203(台中車站民族路)、280(台中車站成功路)、286(台中車站成功

路)、288(台中車站大智北路)、289(台中車站大智北路)、900(台中車

站 C 月台/民族路) 

全航客運 5(台中車站 D 月台/民族路)、58(台中車站 B 月台/民族路)  

說明：( )內地點為臺鐵臺中站出站後搭車站牌位置；未有()的公車路線搭車站牌

皆於臺中車站對面臺灣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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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臺鐵臺中站步行至中科技大學 

自臺中火車站步行，請由臺中火車站前站計程車排班區對面的成功路直行→ 
(右轉)進路建國路直行約 200 公尺→(左轉)進入公園路直行約 550 公尺→ 
(右轉)進入三民路二段直行約 600 公尺，即可抵達校區，總路程約 20~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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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行開車至臺中科技大學 

(1) 建議路線如下： 

 

公路 路線 

國道 1 號 

中港(臺中)交流道→下交流道(往臺中市區方向)→臺灣大道→(左
轉)五權路→(右轉)中華路二段→臺中科技大學中商大樓 
中清(大雅)交流道→下交流道→中清路→大雅路→(左轉)五權路

→(右轉)中華路二段→臺中科技大學中商大樓 
南屯(五權)交流道→下交流道→五權西路→五權路→(右轉)中華

路二段→臺中科技大學中商大樓 

國道 3 號 龍井交流道→下交流道(往臺中市區方向)→台灣大道→(左轉)五
權路→(右轉)中華路二段→臺中科技大學中商大樓 

中彰快速

道路 74 號 
於臺中市系統交流道路經市區平面道路可抵達臺中科技大學 

中投快速

道路 6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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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於學校附近收費停車場停放車輛，提供以下參考資訊： 

停車場名稱 地址 費用資訊 
步行至學

校時間 
備註 

臺中科技大學中

商大樓停車場 
臺中市北區中華路

二段 171 號 
20 元/小時，當

日最高 100 元 - 
地下停

車場 
來來商旅三民一

中停車場 
臺中市北區太平路

62 號 50 元/小時 約 3 分鐘  

嘟嘟房停車場

(雙十站) 
臺中市北區雙十路

二段 6 號 9 巷號 50 元/小時 約 9 分鐘  

 

 

 



 

13 
 

會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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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TAIR) 理事長 

林奇宏 Chi-Hung Lin 

現職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校長 

經歷 

 國立交通大學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副校長 

 國立交通大學 智慧醫療推動中心 主任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局長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局長 

 國立陽明大學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國立陽明大學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所長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教研部 主任 

 國立陽明大學 研發處 副研發長 

 國立陽明大學 儀器中心 主任 

 國立陽明大學 細胞分子生物學研究中心 主任 

 國立陽明大學 食品安全及健康風險評估研究所 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 傳統醫藥研究所 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 臨床醫學研究所 教授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 研究員 

 臺北榮民總醫院 外科部 研究員 

 國立陽明大學 生醫光電研究所 教授 

研究專長 

 細胞生物學、癌症生物學、生醫光電、基因體學 

教育背景 

 美國耶魯大學生物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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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TAIR) 副理事長 

林世昌 Shih-Chang Lin 

現職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經濟系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運動科學系 教授 

經歷 

 國立清華大學 經濟學系 系主任 

 國立清華大學 公共政策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主任 

 國立清華大學 清華學院師資培育中心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教務處學習評鑑中心 主任 

 國立陽明大學 教務處華語中心 國際長 

研究專長 

 計量經濟學、勞動經濟學 

教育背景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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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I 

Cultivating Talents with Global Competence and 

Global Human Resources 

主講人：Prof. Futao Huang 

現職 

 Professor,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Hiroshima University 

研究專長 

 Social sciences, Educati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演講摘要 

The purpose of this presentation is to discuss how talents with global competence can 
be cultiv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versity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how 
Japanese universities have produced global human resources. The presentation begins 
with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main models of university curriculum and challenges they 
face. And then it investigates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alents with global competence 
and what kind of university curriculum model should be designed to foster such talents. 
The third part introduces how Japanese universities have made efforts in cultivating 
global human resources and what issues they are confront with drawing on findings 
from a national survey of Japanese universities. The study concludes by arguing what 
should be improved in the current university curriculum and offering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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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I 

主持人：黃月桂 講座教授, Prof. Yueh-Guey Laura Huang 

現職 

 弘光科技大學 校長 

 弘光科技大學健康事業管理系 講座教授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學系 講座教授 

研究專長 

 健康促進、績效評估、衛生政策分析、 

醫療衛生制度、服務品質評估、管理科學 

教育背景 

 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公共衛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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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II 

競爭型計畫經費獲得與大學績效表現的關聯性 

Does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Matter Under Competition-Based 

Funding for Higher Education? 

主講人：何希慧 教授, Prof. Sophia Shi-Huei Ho 

現職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第四屆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常務理事 

經歷 

 The Task Force on Action Plan of APEC Education  

Strategy (APEC 2030 教育戰略) 中華臺北代表 

 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審查暨訪視委員 

 教育部師資藝教司師資培育審議會 委員 

 教育部師資培育評鑑認可暨認定審議委員會 委員 

 教育部師資藝教司教師資格檢定委員會 委員 

 教育部管科會華文商管教育認證組織(ACCBE) 副執行長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TAIR) 常務理事兼顧問 

 中華工程教育協會(IEET)教育發展委員會 委員 

 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推動會暨中央培力團 諮輔委員 

 臺北市教育局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 委員 

 東南亞校務研究協會(SEAAIR)秘書處委員會(SEC) 委員 

研究專長 

 高等教育、校務研究、校務治理、學術專業、政策評估、國際化 

教育背景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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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II 

主持人：林靜慧 助理教授, Prof. Ching-Hui Lin 

現職 

 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助理教授 

 第四屆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秘書長 

研究專長 

 高等教育與教育政策分析、 

校務研究與大學生學習經驗、教育研究法、 

高等教育行政 

教育背景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教育領導與政策分析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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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主題一：招生與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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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與選才 
Session I-1 

主持人 兼 與談人：林鴻銘 教授 

現職 

 明新科技大學 研發長 

 明新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教授 

研究專長 

 消費者行為、感官行銷、 

網路行銷、服務品質 

教育背景 

 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學博士 

與談人：李建宏 教授 

現職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校務研究暨企劃辦公室 主任 

研究專長 
 青少年代謝關聯疾病流行病學、物質成癮疾患流行

病學、生物統計學 

教育背景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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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透過多元化數據報告精進校務治理之探討 

Discussion on Universities Improve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by 

Using Diversified Data Reporting 

梁啓暉 a*、沈力群 a、邱建國 a 

a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研發處校務研究與發展中心 

摘要 

在高等教育普及與少子化問題的相互衝擊下，各大學校開始積極投入校務

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IR），期望透過科學化統計資料歸納出可視化的分

析結果，用來盤點學校的優勢以及可加強之處，進而提升學校聲望及新生就讀

意願。故本文研究目的便是如何透過外部第三方且多元性數據之統整應用，協

助學校精準地擬定校務治理策略，並利用文獻探討分析目前各數據的資料來源

及應用層面，從中發現學校發展的脈絡走向，進而嘗試提出適宜學校精進決策

與推行作法，包含修訂研發成果獎勵辦法、發布永續宣言或報告書、推動學校

在地實踐或 SDGs 研究、分析學生來源扎根高中職、完善外籍生就學行政支援

系統等，以期提供大學精進校務治理之策略。 

關鍵字：校務治理、高等教育、大學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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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學入學管道對學生在學表現及就業表現之影響 

Impact of University Admissions Methods on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Employment Performance 

黃國豪 ab* 、鍾久祿 a、買馨誼 a 

a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務發展中心 
b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產業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摘要 

招收到適合學校的學生對學校而言是致關重要的事。目前科技大學的主要

入學管道有聯合推薦甄選、聯合登記分發及申請入學。這些不同入學管道的學

生在入學後的學習表現與畢業後的就業表現，可以作為招生政策推動的佐證資

料，以及各入學管道名額分配的參考依據。 
本研究的調查對象為雲林某科技大學有填寫 107 至 109 年畢業後一、三年

校友問卷且回覆已有全職工作之學生，分別對應 105 至 107 學年度畢業後一年

與 103 至 105 學年度畢業後三年的學生，總樣本人數為 1240 人。在學表現是指

將這些學生一至四年級學期成績之 Z 分數進行平均而得到。就業表現則是以調

查的工作月薪為依據。經由變異數分析確認三種不同的入學管道的在學表現及

就業表現是否有顯著差異。 
分析結果顯示，整體而言，在學表現大部分學院是聯合推薦甄選優於聯合

登記分發，且部分學院亦是申請入學優於聯合登記分發。但是，畢業後一年各

入學管道顯著差異變少，代表近年各入學管道的學生在學表現差異變小。全校

不同入學管道的薪資有顯著差異是受各學院的平均薪資所影響。畢業後薪資不

會因為入學管道不同而有顯著差異，畢業後薪資則會因為系所不同而有顯著差

異，且因應業界市場需求會導致相同學院下的不同系所畢業後薪資有顯著差異。 

關鍵字：科技大學、入學管道、在學表現、就業表現 



 

29 
 

 

招生與選才 
Session II-1 

主持人 兼 與談人：陳大正 教授 

現職 

 亞洲大學 副校長兼教務長 

 亞洲大學行動商務與多媒體應用學系 講座教授 

研究專長 

 作業研究管理、決策分析、人工智慧最佳化、 

應用管理資訊系統、大數據資料分析與探勘 

教育背景 

 美國愛荷華大學工業工程博士 

與談人：楊子奇 助理教授 

現職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助理教授 

研究專長 

 情境感知學習、適性化學習、資料科學與人工智慧 

教育背景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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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精準招生作業之多元分析策略與成效探析 

The Effects on the Multiple Analysis Strategies of University Precise 

Enrollment Operations 

黃俐瑜 a 、楊欣蓉 a、沈碩彬 a*、胡庭禎 a、黃月桂 a 

a弘光科技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在新世紀的數位時代，校務研究在大學精準招生作業扮演何

種多元分析策略的角色，並且從傳統統計、機器學習、人工智慧系統等三面向

討論之。首先，校務研究支援招生專業化，在評量尺規、模擬審查、招生議題

分析等部分，均藉由描述統計、評分者信度、差分檢核等統計技術獲致結果，

並且提供選才辦公室及各系決策參考；其次，後疫情時代對學校招生形成挑戰，

為瞭解學校網路行銷與招生策略之關聯，運用 Google Analytics 與 Google Search 
Console 工具獲取本校網頁熱搜關鍵字、各系網路聲量等資訊，來進行決策樹以

及 IPA 模型分析，以供強化招生、行銷投放策略；再者，為提供校務決策層即

時、快速、正確的生源訊息，結合圖資處開發招生策略資訊的人工智慧系統，

提供各系高中職經營品質量化指標分析，供發展未來精準招生策略。因此，本

文認為新世紀的校務研究應採用多元分析策略，來協助學校精準招生作業，以

提升永續經營之成效。 

關鍵字：多元分析策略、精準招生、傳統統計、機器學習、人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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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校務研究視野探究臺灣大專院校招收境外生之比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Admission of Foreign Students to 
Taiwan’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sing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劉荐宏 a* 、鄭志文 b 

a靜宜大學教務處招生專業化辦公室 
b靜宜大學大眾傳播系／教務處 

摘要 

近年來臺灣政府不斷希望提升青年世代之國際競爭力，國際教育更成為臺

灣教育部力推之方向，不論公私立大專院校皆積極於課程規劃或校園生活裡強

化國際移動力的重要性，希望讓學生能夠有跨出國際舞台的機會，試圖透過需

求面去創造大專院校在人才培育方面之可能，讓臺灣學子可以獲得多元就業機

會與薪資所得。為因應臺灣政府在推行新南向政策，使得目前我國大專院校招

生新南向國家之境外生每年皆超過 3 萬人以上，本研究希望瞭解臺灣各大專院

校招收境外生之實際情況，故利用教育部統計處每年對外公開之大專校院境外

學生人數統計之資料進行總體趨勢分析，並利用 110年度之資料集針對全台 150
間大專校院之學校性質、地理區域、正式修讀學位之境外生身分進行重新資料

編碼，採用邏輯迴歸之勝率（odds）找出不同集群，並透過 IPA 測量概念之二

維矩陣圖來進行視覺化呈現。研究發現中部地區之部分私立學校在招收其他國

家境外生的情況，表現並不會輸給其他公立大學。因此建議未來教育部對於境

外生之招生名額或相關補助可以給予私立學校更為理想或寬鬆之條件，透過政

府協助與輔導下使過去辦學理想之私立大專院校，可於臺灣少子化危機裡的困

境中，讓私立學校可以開拓出具有自我特色之校園策略模式。 

關鍵字：境外生、視覺化應用、勝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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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主題二：大學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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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 
Session I-2 

主持人 兼 與談人：張家瑋 副教授 

現職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副教授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校務研究中心數據研究分析組 組長 

研究專長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Internet of thing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learning technologies 

教育背景 

 國立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博士 

 

與談人：黃建翔 副教授 

現職 
 致理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部 副教授 

研究專長 
 教育行政與政策、校務研究、教師專業發展、學生

學習成效 

教育背景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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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文化不利畢業學生在校學習暨職涯探索參與經驗對

其未來就業表現之影響 

The Effect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Unfavorable Graduates’ In-
school Study and Career Exploration Participation on Their Future 

Employment Performance 

魯盈讌 a*、舒仲瑜 a、賴信宏 a、李建宏 a 

a高雄醫學大學校務研究暨企劃辦公室 

摘要  

學校長期挹注經費與教育資源於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的就學與職涯輔導。

為了能瞭解這群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在就學階段的學習參與及活動經驗對於未

來畢業後就業狀況的影響，本研究以 105-108 學年高雄醫學大學 393 位經濟與

文化不利畢業學生為研究對象，藉由畢業後一年流向調查進行事證導向的校務

研究分析。根據多項式羅吉斯迴歸分析，本研究有五項發現：（1）校內專業領

域課程若能搭配校外實習經驗能有效幫助學生於畢業後 1 個月內找到工作。（2）
培養學生建立更廣的人脈關係，能有效提升畢業學生的薪資收入。（3）參與國

內外進修的經驗，能幫助學生於畢業後 1-3 個月找到工作。（4）參與職涯活動

及實習工讀經驗能幫助學生有效找到合適的工作。（5）專業課程訓練與專業能

力培養，對學生畢業後的薪資有正向的影響。我們的研究指出，經濟與文化不

利學生在校學習與校外實習經驗、人脈關係建立、進修經驗、職涯活動及實習

工讀經驗、專業課程訓練與專業能力培養會對畢業後獲得工作的時間和平均月

收入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本研究建議，學校可強化影響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

未來就業的就學支持和職涯輔導機制，助益學生畢業後之就業發展。本研究成

果亦將提交學校決策單位，作為擬定相關政策與推動校務發展之事證參考。  

關鍵字：在校學習經驗、事證導向校務研究、就業概況、經濟與文化不利畢業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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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大專校院之弱勢生的學習成效-以中部某私立科技大學

為例 

The Study of Learning Outcomes of Disadvantaged Students i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An Empirical Case of a Privat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Central Taiwan 

林佳慶  

嶺東科技大學時尚經營系／校務研究辦公室 

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弱勢生在大專校院的學習成效，是否可透過學費補助與減

免等教育計劃，改善弱勢生的學習環境，進而提其高學習成效。本研究以 105
年至 110 年期間之中部某私立科技大學全體學生為樣本資料，將學生分為一般

生與弱勢生（補助生與減免生），利用追縱資料法（Panel data） 將弱勢生與一

般生的學習成效效（總平均成績、休退學）作比較，研究發現補助生的學習成

效顯著高於一般生，而減免生則與一般生的學習成效無顯著差異。此外，由於

學生選擇不同的入學管道存在內生性，我們利用傾向評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控制內生性問題，結果仍顯示補助生的學習成效顯著高於一般

生，而減免生與一般生則無顯著差異。  

關鍵字：弱勢生、學習成效、追縱資料法、傾向評分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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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 
Session II-2 

主持人 兼 與談人：邱明斌 教授 

現職 
 國立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 特聘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校務發展中心 主任 

研究專長 
 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貨幣金融、賽局理論、決策

模型分析、計量方法研究 

教育背景 
 美國克萊蒙研究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 

 

 

與談人：許書銘 副教授 

現職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副教授 

 東海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 執行長 

 東海大學亞洲地方創生中心 主任 

研究專長 
 企業政策、組織行為 

教育背景 
 國立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管理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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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靜至動 - 近 10 年大學生對社會關懷之看法與實踐之趨勢

變遷初探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College Students’ Views and 

Practices of Social Concern in the Past 10 Years 

池伯尉 a、邱筱琪 b、林鴻銘 a* 

a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b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摘要 

雖然傳統大學主要之核心任務含括了教學、研究與社會服務三大目標，但

長期偏 重於教學與研究的氛圍，致使大學與社會保持一定距離，成為學術的象

牙塔。據此，如何將大學的學術能量從象牙塔中釋放出來，成為了備受關注的

議題。  
為強化大學與區域城鄉發展之在地連結，使大學發揮其社會正向影響力，

教育部於 2007 年開始推動了一系列關於「服務學習」課程方案的沿革，並自 
2017 年起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期待大學以所在地區之場域為教室，帶

領學生 們在真實世界的問題中具體操作與實踐，培養大學生的公民意識與社會

責任感， 讓地方可以因為大學變得更好。  
本文以個案學校 2008 年至 2020 年修習服務學習課程（共計 448 門課程）

之學生為研究對象。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分別於實施教學活動前/後，訪問學

生對於社會關懷之看法與自身實踐情況，並進一步將上述資料與學生之 UCAN 
職業興趣探索結果進行串接。觀察近 12 年來社會變遷過程中，大學生對於社會

關懷之看法與自身實踐情況演變的趨勢，並分析不同個人特質（如: 社交型、社

會型、研究型）的學生，對於社會關懷之看法、實踐程度，與課程教學活動介

入之成效差異。以提供教育實務、課程設計與未來研究之參考，並回應個案學

校於社會實踐政策推動效益之概況。  

關鍵字：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社會關懷、社會實踐、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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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表現之預測因素 

Performance in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陳威廷 a*、吳炘如 a 

a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研究發展處 

摘要 

國際大學排名評鑑在過去二十年快速成長。參加大學排名不僅能提升大學

的知名度，其結果也影響學生和家長選校的決定、大學治理的行動及政府機構

和企業投資合作的意向。本研究利用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及英國

泰晤士高等教育影響力排名（THE Impact Rankings）、世界大學排名（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網站公開資訊，透過描述性統計分析、卡方檢定與

多元迴歸分析，據以探討臺灣大學特性與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影響力排名、世

界大學排名表現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一、學校的歷史沿革、設立別、教研

型態、規模大小、複雜程度與其是否參加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影響力排名、世

界大學排名有顯著關聯。舊設、公立一般大學、教研型／研究型、大規模、複

雜度高的大學參加排名的比例較改制、私立技專校院、教學型、小規模、複雜

度低的大學高；二、學校的設立別、複雜程度與其提交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影

響力排名的項目數有顯著關聯。私立技專校院、複雜度低的大學有策略性提交

少於四個項目的傾向；三、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表現的關聯因素

為「學校設立別、教研型態、複雜程度、學生平均經費、師均承接計畫經費、

跨國學位合作校數、影響力排名」七項，可視為關鍵因素。本研究最後提出建

議供臺灣大學發展國際競爭特色參考。 

關鍵字：大學排名、高等教育、永續發展目標、影響力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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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主題三：教學品保與教學創新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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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品保與教學創新實踐 
Session I-3 

主持人 兼 與談人：鄭保志 副教授 

現職 
 國立中央大學管理學院 副院長 

 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 副教授 

研究專長 
 教育經濟學、實驗經濟學、人口經濟學 

教育背景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博士 

 

 

與談人：傅遠智 副教授 

現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副教授 

研究專長 
 教育數據分析、校務研究、科技政策、高等教育、 

教育經濟學 

教育背景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教育理論於政策博士 

(主修高等教育)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校務研究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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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線上教學之學習態度與傾向調查 

A Survey of Learning Attitude and Readiness of Online Classes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陳朝斌 a 、羅譽鑫 b* 

a實踐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b實踐大學研究發展處 

摘要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對教育衝擊，其停課規模之大、速度之快

為前所未見，最直接反應在教學型態模式產生了顛覆性的變化。2021 年 5 月臺

灣受到本土疫情爆發影響，為減少師生流動，不得不暫停實體面授教學，改以

線上教學的方式，期許學習不中斷，落實「停課不停學」目標，確保教育連續

性。 
為了解學生於改變學習型態後的接受程度，本研究架構整合線上教學學習

態度（易用性、課程多元互動性）及線上教學學習傾向度（學習成就感、是否

支持學校實施線上教學）構面，並以 S 校大學部學生為研究對象，運用問卷調

查法進行探討，共計回收 1,590 份有效問卷。  
研究結果發現學生在「線上課程教學平台功能容易操作使用」及「線上教

學課程 的錄影影音檔，有利於日後做課業複習」得分最高，同時亦發現「和實

體課程相比，線上教學課程學習成效較好」分數則最低。若對照不同成績族群，

低分群學生最能接受線上教學模式，並且與高分群學生有著顯著性差異。此外，

非設計學院學生普遍在 線上教學各項學習構面分數皆高於設計學院學生。依上

述發現，教師若能精準瞭解學生線上學習脈動，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關鍵字：新冠疫情、線上教學、學習成效、學習態度、學習傾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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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資電領域學生雙語學習成果探索課程設計之策略 

Developing the Strategies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by Using Students 

from Colleg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s 

Bilingual Learning Outcome 

許哲毓 a*、黃楓南 a、陳增益 a、張嘉惠 a  

a國立中央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 

摘要  

科技突破帶動產業升級，在全球供應鏈快速變化的趨勢上，臺灣扮演的角

色不容忽視。對於國家未來發展而言，人才培育不應只專注於專業學科，更須

著重國際語言的溝通與世界互動。2021 年起臺灣宣布目標 2030 年，從基本教

育開始，全面推動以「華語」與「英語」成為雙語國家。國際化的高等教育更

是賦予重任，然而雙語政策對台灣的大學而言皆是新的旅程，初期難免教師與

學生對教學與學習上為主要授課語言，如課程評分標準、學生基礎能力等產生

疑慮。故本文即針對個案學校之參與學院進行探索，從中理解教學與學習成效

之關聯，研究發現可適時作為修正雙語課程設計之參考，逐步建立個案大學之

雙語推動方案。 
本研究透過個案校庫，撈取資電領域學生修習英語授課課程之相關數據，

分析上使用描述性統計，再搭配相關檢定研究方法，探究的課題包括學生投入

比例、學生社經背景之學習成效分析、同課程但不同授課語言分析、修習雙語

課程次數與成績等級、指考生之英聽成績相關性等。初步分析可知個案大學學

生之課程成績不受入學管道、高中就讀區而有差異性；同系學生於同課程異授

課語言無差異性等。初步結論可提供教師知悉學生的考量與疑慮，使其在設計

課程時從中導入關鍵細節，帶給學生品質高的學習體驗；亦可在校務治理上，

讓業管單位知道如何提供有效之輔導實務於教師與學生。 

關鍵字：雙語學習、雙語教學、學習成效、校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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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品保與教學創新實踐 
Session II-3  

主持人 兼 與談人：王保進 教授 

現職 
 中原大學 教育研究所 教授 

 中原大學校務研究暨策略處 策略長 

 中原大學校務研究暨評鑑中心 主任 

研究專長 
 校務研究、高等教育、教育行政學、教育評鑑、教

育研究與資料分析 

教育背景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博士 

 

 

與談人：徐士勛 教授 

現職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 主任 

研究專長 
 計量經濟學、總體經濟預測、應用計量分析 

教育背景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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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修課有益嗎？ 
修課深度與廣度對人際互動能力與就業競爭力之影響 

Is It Beneficial to Take Multiple Courses? The Influence of Taking 

Course Depth and Breadth on Interpersonal Skills and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祝若穎 

國立清華大學校務研究中心 

摘要 

高等教育跨領域的學習需求日益增加，各大學也鼓勵學生能跨學科的廣度

學習與自由彈性選修課程，然而修越多課就越好嗎？本研究以學生修習科系範

圍作為「修課深度」與「修課廣度」之分類依據，探究學生的修課深度與廣度

對於學生的人際互動能力與就業競爭力是否有所影響。 
國立清華大學於 2020 年畢業學生具跨領域學習身分比例已高達近 25%，顯

示清華培養跨領域學習環境十分豐富。本研究對象為2018至2021年畢業生7576
位，運用 t 檢定與迴歸分析為統計方法，研究目的有二：1.跨領域學生（雙主修、

輔系與雙專長）與一般生的修課深度與廣度是否有所差異。2.修課深度與廣度

對學生的人際互動能力與就業競爭力是否有所影響。 
本研究結果發現：一、跨領域學生的修課廣度、國際交流、社團活動、打

工、住宿書院、人際互動能力與薪資均高於一般生，且有顯著差異；二、本研

究控制學生背景變數後，發現修課廣度、社團活動、打工對人際互動能力有正

向顯著影響；以就業競爭力（以求職時間、薪資、學用合一、工作滿意度為指

標）為被解釋變項，則發現修課深度、交換實習有正向顯著影響。 
從教育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若學生有跨領域經驗能提升勞動力市場的競爭

優勢，但從研究結果發現，修課廣度能提高學生在學期間的人際互動能力，但

無法有效提升就業競爭力的影響。最後根據本研究發現提出解釋與建議，期盼

成果能反饋至國內大學提供學生跨領域學習之風潮下提供策略與政策制定參考。 

關鍵字：課程多樣性、跨領域、人際互動能力、就業競爭力、校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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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學大一學生英語證照考試教學成效評估  

An Evaluation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English Certificate 

Examination for Freshman Students in 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薛家明 a*、李孟倫 a 

a明新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摘要  

由於本校出國留學／實習學生人數長年下來皆不理想，除了學生經濟條件

沒有那麼寬裕以外，主因也在於學生英文能力較不足，對自己能在海外使用英

文缺乏信心。為加強本校大一新生國際移動力，提昇學生未來出國留學、實習

的語言能力及信心，本校在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補助下於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從 5 個學院中精選出 4 班共 204 位有潛力之大一學生，透

過 18 週的密集課程來提升學生英語證照考試應試能力（目標設定在通過 CEFR 
B1 level），並詳細記錄這群學生在課程滿意度、前測、出席率以及期末校園證

照考試成績，以作為分析之數據。為瞭解這些菁英班學生的學習狀況以及對教

學內容的建議，本研究擬透過統計分析 t 檢定先行瞭解菁英班學生在前測、出

席率以及英語證照考試成績表現之間的關聯性，並透過訪談法進一步瞭解 4 位
授課老師與各班學生對於課程內容、授課方式以及英語證照考試準備上之想法，

以做 為未來推動大一英語菁英班的參考。 

關鍵字：大一英文、英語證照考試、前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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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主題四：校務治理與效能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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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治理與效能精進 
Session III-1 

主持人 兼 與談人：劉奕蘭 教授 

現職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校務大數據研究中心 主任 

研究專長 
 青少年社會情緒發展與適應、青少年社交媒體與網

路使用、校園霸凌旁觀者效應、VR 科技在反霸凌

的應用 

教育背景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教育心理學系博士 

 

與談人：湯家偉 副教授 

現職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 副教授 

研究專長 
 教育行政、組織行為學、高等教育 

教育背景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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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參與高教深耕計畫之教學成效探討 

Investigating the Teaching Effects of Teachers’ Particip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Sprout Project 

洪雅婷 a 、葉桂君 b、蔡孟豪 c、施玟玲 d、蔡孟芳 e* 

a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秘書室校務研究暨發展組 
b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c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 
d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秘書室校務研究暨發展組 
e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研究總中心／秘書室校務研究暨發展組 

摘要 

本校透過高教深耕計畫提供多元管道讓教師以適合自身方式參與計畫，目

的為提升教師教學成效及促進學生學習。本研究為了解教師參與高教深耕計畫

的教學成效，提出兩個目的：（一）了解107-109年度教師參與高教深耕計畫與

否之教學評量是否呈現差異，及（二）了解參與創新教學計畫教師的教學評量

與創新教學課程問卷是否呈現相關。研究對象為107-109各年度具有教學評量資

料的 396、425 及 433 位教師，及 108-109 各年度創新教學計畫具有教學評量及

創新教學課程問卷資料的 27 及 54 位教師。研究資料包含 107-109 年度教師教學

評量，及108-109年度創新教學計畫教師教學評量與創新教學問卷量化資料。研

究目的一以獨立樣本 t檢定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在 108年度有參與計畫教師教學

評量顯著高於無參加教師，在 107 與 109 年度則沒有顯著差異。研究目的二以

108 與 109 年度創新教學計畫教師之教學評量與創新教學課程問卷進行相關分析，

結果顯示教學評量與學生的學習內容與技巧、參與程度（團隊合作）、任務達

成及整體成效呈現顯著正相關。研究發現本校參與高教深耕計畫教師人數及教

學評量逐年提升，而創新教學教師之教學評量與課程成效呈現顯著正相關，顯

示透過多元管道參與高教深耕計畫，教師能夠提升教學知能及實際應用創新教

學的能力。 

關鍵字：高教深耕計畫、多元管道、教學評量、教學成效、創新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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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博士生觀點探討國際學術合作與國際移動力 

Discussion o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op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o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ctoral Students 

戴弘鈞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 

摘要 

高等教育機構所培育的專業人才，實際上是構成當地就業市場的職業類型，

當然政府對於高等教育的重視與投入，有助於建立更多基於學術知識的職業類

型或者新創產業，進而帶動當地的就業市場或者產業創新，但近年臺灣大學機

構正面臨政府財政赤字、少子化所帶來的招生率、經費縮減、碩博士減招的問

題，同時國際間大學競爭更具激烈，這不只表現在各個國際一流大學努力招募

國際學生，藉以填補本國少子化所帶來的大學人口缺口或者是財源缺口，以及

對於國際頂尖科學研究或者對於新興科學研究議題的重視與投入；以 nature 
index 為例，在 2021 年在自然指數期刊上發表最多的國家前三依序為美國

（19.857%）、中國（16.753%）、德國（4.845%），而臺灣則排序為 21名，占

比為 0.418%，而這些文章發表主力多數來自於大學機構中的博士研究生。 
本研究的目的為瞭解高等教育中理工領域在執行跨國合作的文化觀點差異，

本研究為立意取樣，以三位分別來自於臺灣、中國、美國的博士研究生於 2021
年完成 Nature 發表為主要參與者，透過深度訪談法去瞭解個案主要作者與共同

作者在對於國際視野、國際移動力、國際知能、跨國合作的差異，以及在博士

生培養階段的觀點差異。本研究目前的主要發現為：一、臺灣博士生畢業後就

業若以當地就業市場為考量，則就業市場相對扁平，相對於美國與中國有更多

的產業或者機會能供選擇。二、博士生對於國際移動、國際知能、跨國合作的

觀點認知，取決於指導教授對於國際合作的看法，或者有無執行國際合作案。 

關鍵字：理工領域、高等教育、國際移動力、國際知能、跨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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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治理與效能精進 
Session III-2 

主持人 兼 與談人：邱皓政 教授 

現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副主任 

研究專長 
 心理計量學、多變量統計、人力資源管理、 

組織行為 

教育背景 
 美國南加州大學哲學博士（心理計量學） 

 

 

與談人：林靜慧 助理教授 

現職 
 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助理教授 

 第四屆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秘書長 

研究專長 
 高等教育與教育政策分析、校務研究與大學生學習

經驗、教育研究法、高等教育行政 

教育背景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教育領導與政策分

析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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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院為核心？從大學學院組織效能探討院長領導角色 

University’s College as the Core Teaching Units? Analysis on Deans’ 

Leadership Roles through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楊家瑜  

國立中正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通識教育中心 

摘要  

國內推動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計畫，乃學院透過統合師資、教學、課程、

資源等規劃及推動，實踐跨域人才培育的目標。據此，學院院長是否充分展現

行政及學術領導的角色，對於該計畫落實程度應具其關鍵性。本文運用大學教

師知覺學院組織效能現況，歸納出不同學院類型，進而探析院長不同領導角色

實踐情形。透過自編的「大學院長領 導角色與學院組織效能現況調查問卷」，

採分層比例、叢集抽樣設計，共回收 235 份有效樣本，並運用集群分析、區別

分析及變異數分析方法，研究發現：1.大學教師知覺學院組織效能表現（分為

行政運作、教師教學、研究發展、組織創新、永續發展層面），可進一步從組

織目標、組織運作區分為家族型、階層型、靈活型、市場型；2.不同類型之學

院，院長領導角色（包括指導者、生產者、經紀者、改革者、良師、促進者、

監控者、 協調者）的實踐有其共同性，其中家族型、階層型組織對應之院長領

導角色有其殊異性。 綜言之，從本文分析結果，可據以參考院長不同領導角色

的強化，可有助於不同學院目標的發展。  

關鍵字：中層管理、校務研究、學院組織效能、學院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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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人工智慧技術來理解大學機構如何為學生準備數位世

代的技能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Understand How 

University Institutions Can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 Digital Era 

劉育君 a、張凱南 b、楊子奇 b* 

a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校務大數據研究中心 
b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摘要 

青少年和成年人有多少比例和程度具有數位能力被視為提供優質教育、促

進全民終身學習機會的指標（SDG 4.4.1）。作為專業知識的培養的主要提供者

以及學術與就業的橋樑。大學學生數位能力的發展正在成為高等教育的重要組

成部分。如何評估在高等教育中的數位能力引起了更大的關注。然而，先前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使用問卷等自我報告或人工審查方法，使得評估任務存在一些

局限性。為了解決這個議題，本研究使用人工智慧技術來分析全校課程大綱，

以評估大學的課程多大的程度協助學生養成數位能力。分析結果表明，此研究

提出的方法可以達到 80%以上的平均準確率並與人工評估結果具有高度一致性

（kappa > 0.6），可實現自動化大規模的客觀評估。這使我們有機會透過此高效、

有效的方式進一步探索高等教育機構的數位能力培育與相關的拓展應用。據此，

我們在文中討論了這個研究在理論、方法和應用貢獻。  

關鍵字: 數位能力、高等教育、人工智慧、課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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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主題一：招生與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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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科技大學護理系高中生申請入學評量尺規之評價 

何昭中 a*、黃湘萍 b、范君瑜 b 

a長庚科技大學校務研究中心 
b長庚科技大學 

摘要 

研究目的：某科技大學高中生申請入學採用書面審查，其評量尺規在過去已有

多次的修訂，但並無使用後量化的評價，因此本研究旨在針對評量工具進行整

體的評價，以做為修訂未來評量工具的參考。 
研究方法：研究者所使用的資料為某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護理系申請入學者的

書面審查成績進行分析。共有 1363 位學生通過一階篩選，但有 397 位同學未繳

交資料進行二階審查，因此，本研究進行分析的有效樣本為 984 位學生。 
研究成果與討論：（1）有 300位（30.49%）使用 PDF檔上傳學習歷程檔案，結

果顯示，「選擇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與「選擇自行上傳 PDF 檔」對

於錄取為正取生或備取生有所差異（χ2=17.031，p<0.01），且在評量尺規的總分

（t=30.37，p<0.01）及多項分項上均有所差異；（2）有 121 份（12.30%）資料

進行第三審，結果顯示，是否進行第三審與繳交資料的型態無關 χ2=0.055，p= 
0.815）；（3）以高分組答對率（前 27%）與低分組答對率（後 27%）計算其

總分及分項之鑑別度，結果介於 0.137-0.189 之間，顯示鑑別度不佳。 
結論：「選擇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與「選擇自行上傳 PDF 檔」有所

差異是評量者的問題，或是申請學生本人的問題，應進一步驗證；但在高中生

申請入學之評量尺規宜加以修正，並應加強評量者之間的一致性。 

關鍵字：評量尺規、鑑別度、歷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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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入學管道學生及不同類別課程學習成效分析—以藥學

系為例  

 Analysis of learning effects of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admission 

channel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courses: taking the Department of 

Pharmacy as an example 

唐自強 a、陳秋蘭 a*  

a嘉南藥理大學藥學系  

摘要  

本研究以 106~110 學年度入學之日間部四技藥學系學生為探討對象，分析

不同入學管道之學生在一年級上學期所修讀之「普通生物學」、「普通化學」、

「微積分」、以及「藥學英文」等四門必修課程的學期平均成績之差異；另外

也比較分析 106 級~108 級不同入學管道學生通過第一階段以及第二階段藥師國

考比率之差異。分析結果可以看出以學科能力測驗（學測）申請入學的學生在

「普通生物學」、「普通化學」、「微積分」、及「藥學英文」等四門必修課

程的學期成績平均分數以及藥師國考通過率普遍優於以統一入學測驗（統測）

的聯合登記分發及甄選入學學生，而透過技藝甄試入學（不採記統測成績）學

生的學期成績平均分數以及藥師國考通過率則最低。再進一步分析以統測入學

的聯合登記分發及甄選入學管道，非應屆高中入學之學生的學期平均分數普遍

優於應屆綜高／高職入學之學生。綜合以上之結果，建議針對以統測及技藝甄

試入學的學生開設「普通生物學」及「普通化學」銜接課程或輔導強化課程；

同時在招生策略上增加甄選入學名額，藉由評量項目及評量尺規的調整，可以

招收較多的非應屆高中生。  

關鍵字：申請入學、聯合登記分發、甄選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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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升學意願、學校歸屬感與恆毅力於學生學習成效之研究 

李炘芸 a*、孫于媗 a、孫玉珊 a、林靜慧 a 

a國立中山大學 教育研究所 

摘要 

有關升學意願的研究，過去較多關注於高中職生的層面上，較少關注於大

學生層面。同時，欲獲得較高學歷的學生在學習表現上可能會更具有野心及目

標，以得到更好的學業表現。本研究欲探究大學升學意願對於學生學習成效之

關聯性。其次，過往研究中發現到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學生

的學習經驗（阮孝齊，2015），故本研究欲探究學生的歸屬感對於學生學習成

效之關聯性。此外，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因子中，近年來恆毅力的概念引發熱

議，Duckworth等人指出（2007）恆毅力是由持久的熱情與堅持力所組成，然而

恆毅力是否能預測學業成就，迄今尚未獲得定論（Datu et al., 2016a; Steinmayr et 
al., 2018），故本研究納入恆毅力探究學生學習成效。 

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於了解學生大學升學意願、學校歸屬感和恆毅力對於

學生學習成效之關聯性，期待學校得藉本研究多方了解學生的狀況，進而規劃

相關的策略及活動，以助學生提升其學習成效。本研究個案學校為國立中山大

學 110 學年度入學之新生，資料來源為 110 學年度大學生學習成效評量 
（Collegiate Outcomes of Learning Assessment，簡稱COLA）問卷資料，共計888
份有效樣本，本研究應用 fsQCA 模糊集合質性比較分析法來分析樣本資料。 

研究問題如下：1「學生背景變項」對於學生學習成效之關聯性；2「大學

升學志願」、「學校歸屬感」及「恆毅力」對於學生學習成效之關聯性。 

關鍵字：升學意願、學校歸屬感、恆毅力、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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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主題二：教學品保與教學創新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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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VR 於基本護理暨實驗課程之單次導尿技術 

黃玉苹 a*、張佑豪 b、陳艾威 b、梁齊恆 b、趙于翔 b   

a國立金門大學護理學系 
b國立金門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摘要  

背景：國立金門大學發展學校特色之一為 AI/AR/VR 應用及 VR 跨領域課程，護

理學系大二的「基本護理學暨實驗」為奠定學生護理知識及技能之基石，其中

「排泄的需求」單元之「導尿技術」為此課程最具挑戰及繁複的技術及學理。 
目的：除講授、技術示範及練習、回饋及討論外，再加上結合 VR 單次導尿互

動式教學，以提升學生之學習動機、興趣及效能。 
設計：由護理學系授課教師與資訊工程學系主任及學生組成研製小組，經多次

討論修正，最後完成以 Oculus Quest 2 的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VR）導尿技

術互動教學內容。  
結果：完成後，初步有 18 位學生練習使用，量性統計結果顯示 83.3%學生非常

同意 VR 可促進學習的豐富度；77.8%學生「非常同意」VR 可促進學習的專注

度；72.2%學生「非常同意」VR 可促進學習的學習動機；77.8%學生「非常同

意」VR 可促進學習實 用性。開放性問題結果整理，包括：1.提升學習動機及興

趣，學生說 VR 技術練習很新奇，有這麼酷的東西可以天天練技術等；2.深化學

習經驗，學生說很逼真，還原度很高，不用實際到教室練習，對練習技術有幫

助；3.節省耗材，不用消耗物資。  
結論：加入虛擬實境 VR 於多元教學，學生可沉浸於練習環境，也藉由遊戲方

式，讓學習不在枯燥乏味或只限於教室，故可提升學習動機、興趣及效能。 

關鍵字：虛擬實境、導尿技術、排泄的需求、基本護理學暨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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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文字探勘技術分析教學評鑑建議 –以 109 學年度教學評

鑑資料為例 

A Study of Teaching Evaluation Analysis by Text Mining In NTUST 

林冠宇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教務處 

摘要  

為找出教學評鑑分數 3.5分以下教師的教學改善方向，擬定策略以提升課程

教學品質，本研究採 109 學年度教學評鑑建議共 289 筆，並利用文字探勘技術

分析，藉詞頻統計與文字雲方法，針對不同學院學生建議進行分析，結合教師

教學指標的構面歸納，來了解不同學院學生重視的教師教學面向。研究結果顯

示，人社學院中，「教學」字詞出現最多，學生重視「課程規劃」、「師生互

動」構面；工程學院中，「考試」字詞出現最多，學生重視「師生互動」、

「作業與評量」構面；電資學院中，「考試」字詞出現最多，學生重視「課程

規劃」、「作業與評量」及「師生互動」及構面；管理學院中，「報告」字詞

出現最多，學生重視「課程規劃」、「學習回饋」及「師生互動」構面。本研

究得兩項結論： （一）「師生互動」是所有學院學生共同提及的構面，可推論

學生對教師教學態度的重視； （二）各院學生重視的課程教學構面不同，可能

受到各院教師或課程性質差異影響。最終研究結果也提供相關單位主管，作為

改善各院教學品質的決策參採。  

關鍵字：教學評鑑、文字探勘、校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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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與研究之間的關係：以醫學院為例的實證研究

The Research–Teaching Nexu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a College 

of Medicine 

林佩欣 a 、林聖翔 b* 

a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處 
b國立成功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摘要

教學與研究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兩項任務，許多高等教育機構及人員主張

兩者之間是互相增長的雙螺旋關係，但教學與研究之間的關係長久以來一直存

在爭議，有人主張兩者之間是相互排斥的，也有些人認為兩者之間是獨立不相

關的。對大學教師而言，在教學與研究之間如何取得平衡是一項難題，除了影

響教師的時間資源分配方式，也影響了學生能得到的教育品質。因此，本研究

目的是探索醫學院中教學與研究之間的關係，研究對象為獲得「教學創新與教

學成果獎」的教師，並從未得獎教師中隨機選取出對照組，蒐集所有教師其研

究表現數據，包含發表論文總量、論文被引用次數、h-index、FWCI 等，進一

步比較兩組之間的差異情形。本研究發現教學與研究之間呈現負向關係，相較

於得獎教師，未得獎教師的研究表現明顯較佳，表明雖然教師認為教學與研究

可以相輔相成，但在實踐中仍存有障礙。由此可見，高等教育的主張和實踐之

間的差距似乎正在擴大，高等教育機構與人員必須尋求解決方案，透過教學與

研究的結合，促進教學實踐研究，提升學生學習成效，達到教研相長之目標。

因此，以學術研究的思維設計具體教學方案的「研究型教學（Research-
informed teaching）」，促進知識的傳播和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是今後教學研

究的重要方向。

關鍵字：高等教育、教學、研究、研究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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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學生入學前學習經驗、學習期望與入學後學業成績之

相關研究 

李家琦 

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 

摘要 

在現今多元入學模式的教育環境下，從學生入學即投入對學生的了解，有

助於護理教育的發展，本研究目的為探討本校護理學生入學前之學習經驗、學

習期望與入學後學業成績的關係。研究對象為本校 105 學年入學之 254 名護理

學生，研究方法為應用本校校務資料庫，回顧 105 學年度新生問卷調查之入學

前學習經驗、學習期望資料，與學生在校各學期之學業成績表現，進行統計相

關分析。研究結果發現：1.學生於入學前之學業成績與入學後學業成績表現有

顯著正相關。2.學生自覺具備下列能力的高低：服從與負責任的能力、文字撰

述能力、自主學習能力、資料搜尋及運用的能力、自我反省與改進的能力、邏

輯思考與分析能力，與學業成績表現呈現顯著正相關。3.學生自覺過去的學習

困擾程度：不懂得規劃及安排時間、上課容易分心、上課容易想玩手機、上課

不會摘錄重點，與學業成績表現呈現顯著負相關。4.在入學時，對考取專業證

照、畢業後打算出國進修或遊學等期望的高低，與其學業成績表現呈現顯著正

相關。本研究結果顯示護理學生過去的特定的學習經驗與學習期望，與其入學

後的學業成績表現有顯著的關聯性，這些相關因素可作為未來教學政策、教學

策略或輔導規畫的參考，以落實以學生為中心的護理教育。 

關鍵字：護理教育、學習經驗、學習期望、學業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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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教學課程學習成效評量工具之建置

吳淑芳 a 、王采芷 a、吳國鳯 b* 

a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 
b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企業管理系 

摘要

本研究參考印第安納大學 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及加州大學

洛杉磯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College Senior Survey提出之問卷，並經國內三位

校外專家建議修訂發展學生學習成效之評量工具，共分為自我學習能力、團隊

合作能力、溝通能力、解決問題能力、批判性思考五大面向，總計題數 20 題。

透過量表工具之建立，進一步檢測學生修讀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補助之創新教

學課程，是否對於學生學習成效有顯著提升。

本研究共收集 1,741 份問卷，在整體量表配適度部分，本研究採用 AMOS 
21.0 軟體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量表之 RMSEA 為 0.066、NFI=0.930、
RFI=0.914、IFI=0.931、TLI=0.916、CFI=0.931、PNFI00.760、PCFI=0.761 整體

配適度均符合適配度考驗指標之標準。後續將進一步使用本量表檢測個案學校

之學生，在五大能力之各項學習成效改變狀態，並將研究結果進一步提供各學

術單位做參考。

關鍵字：五大能力、量表建置、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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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修讀創新教學課程學習成效之探討 - 以個案學校為例 

吳淑芳 a 、王采芷 a 、吳國鳯 b* 

a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 
b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企業管理系 

摘要 

本研究運用配對樣本 t檢定、重複測量分析探討高教深耕計畫補助之課程，

學生學習成效是否有改變，本研究共收集 4,025份配對問卷，檢測學生上課前後

在自我學習能力、團隊合作能力、溝通能力、解決問題能力、批判性思考五大

能力之改變狀態。本研究結果發現各面向之間相關分析在前後測均呈現顯著正

相關；其次，本研究之五大能力經配對樣本 t檢定分析後發現，後測成績均高於

前測成績，顯示學生經課堂學習後各項能力均有顯著提升。最後，在重複測量

分析結果發現，D學院在各項能力前後測分析結果均高於其它學院，B學院分析

結果各項能力前後測分析均低於其他學院，除了問題解決能力 A 學院略高於 C
學院以外，其餘四項能力 C 學院均高於 A 學院。可能原因為 D 學院納入補助與

分析之課程幾乎為選修課程，均為學生主動選讀之課程，故學生在各項能力提

升上，均高於其他學院所開設之課程，B 學院培育學生之各項能力大多包含這

五大能力之概念，故學生在感受上，相較於其他學院上，增加較少。故本研究

歸納出結論為，透過計畫補助之課程確實可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同時，不同學

院之特質，學生五大能力之提升狀態意有所差距。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

提出結論對各學院進行建議。 

關鍵字：高教深耕計畫、學生學習成效、五大能力、單位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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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護理師國考做為護理系學生整體學習成效評量

何昭中 a*、黃湘萍 b、范君瑜 b 

a長庚科技大學校務研究中心 
b長庚科技大學 

摘要

研究目的：專科以上護理系學生應參加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簡稱護

理師國考），取得護理師執照後，方能執業。本研究是以應屆護理系畢業學生

參加護理師國考的百分等級（percentile rank；PR）作為學生學習成效指標，以

評估某科技大學護理系畢業學生在 106 至 110學年度畢業（即 107-111 應考）學

生之整體表現。

研究方法：研究者使用考選部公告之榜單及學校集體報名之准考證號碼，比對

並計算出個別學生在該次應考之全國護理師國考之 PR 值，依其 PR 值分群，藉

以評估某科技大學護理系的學生在該年度全體應考學生的分佈，也反映該校護

理系畢業學生學習成效的整體表現。

研究成果與討論：107 至 111 年第二次參加護理師國考的總人數為 14035-15749
人，某科技大學應屆護理系學生人數介於 564-752人之間，結果發現 PR值 60以
下的學生百分比依年度為 21%、22%、21%、24%、及 17%，且 PR值 90以上的

學生百分比由 17%逐年增加為 23%。在過去護理系多以”考照率”（及格百分率）

來評價學生學習成效，但考照率與考試的難易度有極大的相關，單看考照率較

無法反映出該年度學生整體的表現，若改用 PR值且與他校考生一起評量，較不

失公平性。

結論：某科技大學應屆畢業護理系學生的整體學習成效較其他應考的學生為佳，

且該校護理系整體的學習成效表現逐年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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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主題三：大學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 

  



71 

大專校院弱勢學生的弱勢助學金之成效評估：以某科技大

學為例

張婷婷 a* 、李維鈞 a 

a龍華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摘要

對弱勢學生的就學權益關懷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教育議題，教育部持續推動

各項促進高等教育公平的教育政策及方案，以期弱勢學生能透過教育獲得社會

流動之機會，各大專院校亦配合教育部政策，提供弱勢學生各種弱勢獎助學金，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某科技大學提供的各種弱勢獎助學金對弱勢學生在學習與未

來就業的影響。研究採用次級資料的分析方式，以 104 學年度至 110 學年度入

學的日間部學生為對象，分析該校的校務資料庫與畢業生流向資料庫，以了解

各種弱勢獎助學金對弱勢學生的學習投入（缺課課數、請假課數）、學習成績

（平均成績、班排名比與獲得學分比）以及未來就業（畢業後多久找到工作、

每月平均收入與工作滿意度）的可能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有獲得弱勢助學金的弱勢生在學習投入與學期成績都有較佳

的表現。對弱勢學生較有成效的弱勢助學金，包括：學業績優助學金、職涯規

劃獎助金與考取專業證照助學金都對弱勢生的學習投入與學習成績有正向的影

響，而職涯規劃獎助金與校外表現優異獎學金則是獲得越多，畢業後越早找到

工作。安心助學助學金、學業進步助學金、參與讀書會與補強教學則顯示較不

一致的研究結果，此結果可能歸因於宣傳不足與發放方式的問題。最後，就研

究結果給予相關的建議，做為未來實施的改進依據。

關鍵字：弱勢學生、弱勢助學金、學習成效、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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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標的分析 - 政府、在地機關、社區及

企業需求之分析與探討

王榮英

龍華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科學系

摘要

如何透過系統性方式給予 USR 計畫，能否適當地代表在地政府、社區及企

業需求之重要性評估？其關鍵因子為何?基於牛頓萬有引力定律之啟發，我們採

用實作場域距離學校的遠近，及計畫之規模此兩關鍵因子，來評估在地連結與

需求的強弱。距離越近表示與場域其人事時地物之鍵結越緊密，而計畫規模越

大表服務的縱深及橫向之連結越多，建議可以計畫參與之地方機關數、學校數、

社區數、活動場域數及企業數等進行規模之評估。若兩關鍵因子綜合評估之結

果較佳的話，則計畫之產出與需求之代表性應該也較高。且我們認為距離遠近

之權重應大於計畫之規模，應設計適當的加權分配。於此我們以本校 2022 所執

行之 10 案 USR 相關計畫為例，並皆以 3 級等第（A、B、C）給予兩關鍵因子

之評估（A給 4分，B給 3分，C給 2分），以 1.5 倍之權重予距離此關鍵因子，

則綜合之評估結果（最高為 10 分，最低為 5 分）。由本校各 USR 計劃綜合評

估後之分數，可知距學校近的計畫場域及計畫規模較大的計畫，可得到較高的

評估分數。換言之，應為學校主力支持的計畫。而透過上述的評估，明顯可將

與學校鄰近，其社區及企業之需求的相關計畫群聚起來，學校可以宏觀的角度

進行整合。匯集學校資源以及吸引師生的投入，進而內化為辦學 DNA。 

關鍵詞：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標的分析、萬有引力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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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主題四：校務治理與效能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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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口」在哪裡?- 

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資本門經費應

用之成效初探

林鴻銘 a、池伯尉 a*  

a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摘要

自 105 學年度起，少子女化正式開始對國內公私立技專校院產生影響。其

中，收入來源高比例來自學生學雜費收入的私立技專校院校，更是這波浪潮中

首要的衝擊對象。就因應少子女化衝擊的角度，積極爭取政府計畫之經費挹注，

並將錢花在刀口上，成為私立技專校院校務專業管理的重要議題之一。

在傳統的管理智慧中，「錢花在刀口上」意指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將經

費投入至高效益地方，但究竟何處是校務發展的「刀口」? 為對前述之問題有

一初探，本文以私立技專校院校最主要之校級競爭型計畫「教育部獎勵補助私

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後稱獎補助款）」為例，比較不同之資本門經費投

入方式，所形成之效益差異。

本文先將個案學校 2017 年至 2021 年獎補助款執行清冊，與相同年度之開課 
資訊資料進行串接，據以盤點獎補助款資本門教學與研究設備之經費投入，及

所對應之使用頻率（包含開課數與使用人次）。其次，則進一步再與歷年選課

資料、個案學校所收集之 2017 至 2021 年「新生適應力調查」，以及 2021 與

2022 年之「台泰日越大專生學習成效與滿意度調查」資料進行串接，以獲取教

學設備、教室空間、教學與資訊環境滿意度問項歷年得分，再確認學生為特定

場域之高頻率使用者後，分析經費投入對學生滿意度之影響。

關鍵字：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校務專業管理、學生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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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視覺化平台的使用滿意度與意圖之探索研究

Exploring the User Satisfaction and Intention of the Data 

Visualization Platform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張家瑋 a*、楊盛翔 a、黃祈勝 a、黃健哲 a 

a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校務研究中心 

摘要

推動各大專校院資訊公開化，能提升學生對於學校的瞭解藉此提升其認同

感，使之能對學校提起改進建議，將能成為校方發掘並改善問題的重要依據。

因此，學生對於校務資訊公開之資訊易讀性和理解程度將成為學生是否能夠積

極且明確的參與討論學校公共事務的重要因素。隨著校務資料量及資料複雜度

的日趨成長，將資料視覺化是精簡校務資訊的直觀方法並允許以互動的方式來

描繪與呈現特定議題，因此資料視覺化將能幫助閱讀者更易理解各種校務議題。

本研究透過 Web 技術開發一資料視覺化之校務資訊公開平台，並利用科技特徵、

ISSM 與 TAM 等模型構面來探討校務資訊公開平台經過資料視覺化後其成功性

與可發展性。本研究之問卷信度 Cronbach's alpha 皆大於 0.8 達高可信度，蒐集

之有效問卷共 223 份。在實驗中分別比較未視覺化與已視覺化的平台，於「使

用滿意度」與「使用意圖」兩構面，未視覺化平台得到 3.467 與 3.284 以及已視

覺化平台得到 4.218 與 4.211，顯示了資料視覺化技術帶來了較高的滿意度與使

用意圖。另外，本研究以資料視覺化技術作為科技特徵來調查並整合 ISSM、

TAM 等模型構面總共提出了 11 條假設，在資料視覺化平台中證實了 10 條研究

假設，實驗結果顯示對感知有用性與感知易用性有直接且正向的影響，並間接

對使用滿意度有正向的影響進而影響使用意圖。

關鍵字：校務研究、資料視覺化、資訊成功模式、科技接受度模式、科技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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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 世界大學排名_東南亞國家前 500 名大學之指標分析  

許哲毓 a*、黃楓南 a、陳增益 a、張嘉惠 a 

a國立中央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 

摘要  

2022 QS 世界大學排名，東南亞國家有 20 多間大學位居前 500 名，成果令

人矚目。這些學校的單項指標中，學術聲望、雇主聲望，生師比等指標分數較

為亮眼。不過，研究者發現在這些大學中，論文引用率指標分數普遍偏低。一

般而言論文引用數為客觀資料，應與學術聲望成正相關，而這些大學兩指標之

相關性卻不明顯。因此我們推測東南亞大學在學術聲望調查之學者名單項目中，

有研擬策略後提名給QS機構。相同地，雇主聲望亦是如此操作，且與在地企業

主有密切的產學交流。在生師比指標中，東南亞有 16 間大學之師生比分數相當

高，學生數多且教員數也多，可見東南亞高教策略先以教師數提升授課品質，

進而帶動研究發表為目標。  

關鍵字：世界大學排名、學術聲望、雇主聲望、論文引用率、校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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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語言處理在教育行政上的應用

張仲佑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摘要

在現今的社會，已經有許多公司的客服系統，使用了人工智慧系統取代傳

統的客服人員，因此在處理資訊方面，已經可以做到 24 小時的服務，以及減少

人力資源浪費的情形。北科大師培小幫手是利用即時通訊系統 LINE所創建的客

服機器人，目的地是減少北科師資培育中心人力資源的浪費，為了成為教師，

師培生們需要經過一系列的課程與實習，但往往在過程中會有許多問題，而傳

統的聊天機器人設定通常都過於制式化，如果今天學生的問題過於模糊，或是

問的問題與設定問題的文字沒有達到一致，機器人將無法判斷學生的問題，最

後也只能麻煩師資培育中心的同仁，而這些問題每年都重複的發生，師培中心

的人員必須花大量的時間解決同一個問題，但不同的人，因此利用了 Microsoft
最新的認知服務內語言服務的功能，它可以將所有問題建立成一個知識庫，並

且不在像以往一樣制式化，且可以自由新增問題的意向，使機器人更人性化，

它可以猜測你想要問的問題，並且幫你找到答案，即便問題不在資料庫中也可

以蒐集起來。除了有效降低人力資源浪費的問題，並且可以將學生的使用資料

儲存起來，以利後續的分析，像是直接找出學生們最常發生的問題，而師資培

育中心的人員就可以先做好準備，以防範類似的事情再發生。

關鍵字：師資培育、自然語言處理、資料蒐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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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務治理之智慧系統與全面品保機制探究

楊欣蓉 a、黃俐瑜 a、沈碩彬 a*、胡庭禎 a、黃月桂 a 

a弘光科技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 

摘要

本文旨在探究新世代大學校務治理之必要條件，並且從智慧系統與全面品

保機制兩面向探究之。首先，從智慧系統來看，校務研究（IR）可藉由發展校

務滿意度問卷、廠商合作輿情或國際排名分析、自行開發 AI 資訊系統等方式，

提供學校長官更為快速、即時且正確的分析結果，以利進行校務決策。其中校

務滿意度問卷包含：在校生就學、在校生家長、教師、職員工、廠商、社會聲

望等六項，廠商合作部分則與意藍資訊或 Scival 公司合作去發展本校品牌策略，

AI 校內系統則是與圖資處合作開發融入教學、行政單位的人工智慧校務系統，

從簡單的招生生源資訊開始，到日趨複雜的學務、教務等均能提供即時資訊。

因此，此處「智慧系統」指得是以有智慧的傳統統計、人工智慧、委外公司等

方式形成 IR 分析結果，並且提供學校長官決策參考。再者，以全面品保機制而

言，IR 必須與學校整發計畫、高教深耕計畫各大策略與面向有所串聯，且落實

分級制度，各面向績效指標的訂定與管考由各單位進行基本 IR 分析，而 IR 辦

公室則進行更深入的議題分析，始能收雙管齊下之效。例如：新一期深耕計畫

之創新教學精進、產學合作連結、善盡社會責任、提升高教公共性等四大面向，

過去 IR 以被動的、散點式的方式協助單位議題分析，而現在應朝向主動的、全

面式的方式來規劃並且與單位合作開發分析議題。綜言之，本文期許新世代的

大學校務治理應思考如何兼顧智慧系統與全校品保機制，為大學永續經營帶來

更卓越化與前瞻性的成效。

關鍵字：全面品保、校務治理、智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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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校務治理觀點檢視學校餐廳之滿意度

魏毓惠 a*、蔡瀛萱 a 

a國防醫學院校務研究辦公室 

摘要

「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自古以來糧與食的問題是國家治理者

首需重視的問題；同樣的，在校務治理中，提供學校師生一個良好的餐食環境

與餐食品質也是基礎施政的一環，尤其對於具有集體生活與學習特性的軍事教

育學校而言，學校餐廳更是扮演解決教職員生民生問題的重要角色。為協助學

校更深入瞭解學生與教職員對於學校餐廳與膳食規劃的看法，透過數據分析瞭

解教職員與學生對於學校餐廳的實際需求與建議，據以作為校務經營改進策略

擬訂之參考，以期提升學員生餐廳整體服務品質。本研究採線上填答方式，輔

以半結構式問卷進行資料蒐集，調查對象為曾經於學員生餐廳用餐過的教職員

生。調查共計回收 559 份樣本資料，扣除未符條件之無效樣本 21 份，全體有效

樣本數 538 份。研究結果顯示，對於學校餐廳各衡量項目的評價結果會因不同

身份別與性別有所差異；此外，餐點品質為大家最想優先改善的部份，而環境

整潔衛生、餐具之乾淨衛生及餐點的調味等亦為主要待改進的問題。透過此調

查可瞭解使用者的真實需求，並據以改善，也讓校務治理之施政更精準確實。

關鍵字：學校餐廳、滿意度、校務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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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主題五：人才國際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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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第二外語師培課程與師培生困境調查

涂瑜庭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研究所

摘要

面對日益變遷的國際趨勢，近年來全臺愈來愈多學校與各國締結姊妹校，

第二外語已經是不可或缺的能力。然而，今日許多第二外語教師有能力卻無資

格，這要歸咎於過去第二外語的師資培育系統不完善，導致他們具有足夠的語

言能力，但卻遲遲無法獲得教師資格。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1.了解目前臺

灣第二外語師資培育政策作法、2.剖析現今第二外語師資生人數與師培課程、3.
探討第二外語師培生遇到的困境與期許。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和半結構性訪

問調查法。根據研究結果，目前全臺有第二外語科目的師培中心共 11 所，分別

提供 10 種第二外語師培課程，而從 105 至 109 年度，修習完職前課程且參與教

育實習者僅 48人，由此可推估為何擁有教師證的第二外語教師只有 46.61%。本

研究結論如下：1.教育部應加速推動第二外語教師巡迴計畫，讓具有教師證的

第二外語教師能成為正式教師、2.大學師培中心應增設第二外語科目，讓有意

成為第二外語教師者都能獲得培育機會、3.師培中心應和第二外語科系分配好

責任歸屬，以師培生為最大考量共同規劃師培課程、4.第二外語師培生面對未

來的不確定性產生迷惘，因而放棄修習師培課程或轉往其他科目、5.想留住好

人才要先留住好師資，期許第二外語教師和師培生的困境能更獲得教育界重視。

關鍵字：第二外語、師資培育、師培生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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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志工服務參與者跨文化理解與適應力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Adap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Volunteering Participants 

吳致秀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 

摘要

本研究以 2020 年 2 月參與日本北海道小樽｢雪燈之路｣志工服務的學生 25 
名為對象來探討參與海外志工服務者的跨文化認知及適應力。研究目的在了解

參與者在跨文化交流中如何自我定位；過程中如何對應；如何變換個人的經歷

和承受壓力以適應環境。本志工隊接受小樽市政府邀請，赴當地與日本、韓國

等國志工隊建立夥伴關係，協力完成作業。透過與其他國家學生共同生活、作

業，提升學生的國際視野及參與能力，也培養參與者服務的態度、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能力及提升日語運用力。

研究採深度訪談法，過程採半結構訪談方式，擬定大綱進行訪問。志工服

務期間為 2020 年 2 月 5 日至 18 日。服務內容包含製作代表台灣展區的雪雕作

品、雪祭現場布置及雪燈維護整理、觀光客導覽解說等。

參與者 25 位裡有 18 名是日語系學生，7 名是選修一年日語的外系學生。

研究結果發現，除了語言，參與者也面臨文化適應的問題。無論是不是專攻日

語，在異文化環境的壓力中都要不斷地變換與調整，學習文化的融入或順應。

即使行前已有培訓說明會，在現場仍然面對著文化適應的衝擊，必須調整自己

的行為方式與心理認知。正因為經歷了此學習的過程，所有參與者都覺察自己

的改變與成長，在心理、生活及工作上也與所處環境愈加融合。

關鍵字: 國際志工、跨文化理解、適應力 



學生修讀 EMI 課程學習成效之探討 

林淑雯 a 、吳國鳯 b* 
a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b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企業管理系 

摘要

為因應臺灣 2030 國家政策之目標，提升英語能力增加國際競爭力，全國各

大專校院為培育學生全英語能力，開設 EMI 課程，大學中的英文課程也從學習

英文擴展到使用英文學習專業知識內容。使用英語作為教學媒介的轉變可能伴

隨著語言挑戰（Galloway & Ruegg, 2020），特別母語非英文的國家背景學生，

本研究透過翻譯國外評估學生英文寫作、閱讀、口說、聽力能力之量表，透過

量表進一步收集個案學校 EMI 課程學習經驗之結果，說明個案學校在 EMI 課程

聽力、寫作、閱讀、口說各項能力的表現。

本研究資料收集時間 2022.06.01-06.30，有效樣本共計 219 人，男生 50 人、

女生 169 人，在讀大學以前有上過 EMI 課程人數為 48 人，沒上過的有 171 人，

兩年內考過英檢人物共計 73 人，為考過英檢人數為 146 人。研究結果發現，學

生修讀 EMI 課程閱讀表現，在具有 B1 程度者比未具備 B1 英文能力之閱讀能力

佳。在大學以前曾經修讀過 EMI 課程的學生，在寫作、閱讀、口說均比未上過

EMI 課程學生表現較佳，在聽力部分則無明顯差異。研究結果表明，進入大學

前具備英文能力越佳，對於大學參與 EMI 課程的學習成效越佳。 

關鍵字：EMI、英文能力、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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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發表主題六：學習成效與其他校務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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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就業與在學期間學習經驗之研究-以國立中山大學為例  

許珊瑜 a、蔡佳盈 a、顏君婷 a* 

a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 

摘要  

大學生的學習經驗是影響未來就業的重要因素，同時亦是能否順利銜接職

場的關鍵。現今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是否能促進階級流動，讓弱勢學生在接受高

等教育後改變階級再製的結果，也是當前教育所希望達成的目標；而從學校接

軌職場，學生所面臨的是身分轉換、從學習者身分轉換為工作者，將所學經歷

轉化並應用於職場、即時接軌，其畢業後的發展則為探討大學學習成效的重要

一環；可見大學是學生進行職涯探索的重要階段，學生能透過學校課程、社團、

競賽、工讀等經驗中探尋未來可能的職涯方向，使未來的職涯規劃更加具體。

因此，本研究以國立中山大學為個案研究學校，以該校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為

主所調查的「大學生學習成效評量」及 110 學年度所搜集的「畢業滿 1 年學生

流向追蹤問卷」資料，探討大學生在學期間就讀於大二的學習經驗，與畢業後

的求職 情況和就業情形進一步探討。  
本研究設定之背景變項為入學管道、學院別及弱勢身分與否；並以學生學

習經驗之自我效能、工作價值、內在目標、外在動機導向及學習平均成績等五

個面向；與學生畢業一年後的就業流向之工作狀況情形探討以下問題：（1）不

同背景變項的畢業生其就業流向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2）畢業生在校期間之

學習經驗，以迴歸分析其對於學生畢業後發展是否具有預測力？（3）並延伸探

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在大二時的學習經驗之差異性？（4）畢業生在校學習

經驗是否與畢業後工作情況有所關聯？期透過本研究的發現，作為高等教育未

來在教學與行政規劃時，能更有效接軌學生學涯與職涯的全人發展。 

關鍵字：校務研究、學習經驗、畢業流向、自我效能、工作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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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的情緒投入、教師自主支持與歸屬感對其畢業後找

到第一份工作所花時間長短之相關性研究   

李怡潔 a*、連欀婷 a、王郁菁 a、莊宓螢 a 

a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 

摘要   

在大學中，學習氣氛相對於高中以下的學制較為自由，因此考驗學生的自

主學習能力，若能在大學期間透過教師的支持，使其積極投入學習活動，並對

學校產生歸屬感，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及其未來就業發展具有正向的影響。因

此，本研究希望了解大學生情緒投入、教師自主支持、歸屬感對學生畢業後找

到第一份工作所花時間之相關性，其研究問題包含如下：（1）學生「情緒投入」

對其畢業後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時間長短有何影響；（2）「教師自主支持」對於

學生在畢業後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時間長短有何影響；（3）學生「歸屬感」對於

學生在畢業後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時間長短有何影響。本研究以國立中山大學 
105 學年度入學之學生為研究對象，其中的性別、父母教育程度、所屬學院、

入學管道為背景變項， 研究資料來源為「大二學生學習成效調查」及「國立中

山大學 108 學年度畢業滿 一年學生流向追蹤問卷調查」，共得有效樣本 343 份。

資料分析過程中應用 SPSS 中的描述性統計、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迴歸分析

等統計方法分析樣本資料。最後，期望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提升學生學習投入

行為，給予教師支持方向，並增強學生對校園的歸屬感，進而使學生在畢業後

的發展具有正面影響。  

關鍵字：大學生學習經驗、情緒投入、教師自主支持、歸屬感、校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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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新生休退學原因探析-以國立中山大學為例 

鄧筱蓉 a、陳研壬 a、林子婷 a* 

a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 

摘要 

現今高中生透過多元升學管道進入到國立中山大學成為大學新鮮人，在大

一就讀期間發現並非理想科系及就讀環境，加上學習成效不如自我期許等等因

素，導致學生會有想要轉系、轉學或重考的意念。本研究欲探討，大學生想轉

系、轉學或重考的相關原因為何？其次，針對其高中生的成績表現、就讀學校

與學系的志願順序、父親教育程度以及進入大學後的自我期許等背景變項，做

進一步分析和彼此間的關聯。 
本研究對象為國立中山大學 110 學年度之新生，分析的資料來源為國立中

山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 110 學年度大學生學習成效評量 （Collegiate 
Outcomes of Learning Assessment，簡稱 COLA）所回收之資料。問卷資料共

1254 份有效樣本。 
本研究欲探討的研究問題有三：其一，「大學生的歸屬感影響休退學的決

策為何？」對於歸屬感之影響；其二，「大學生的自我期許影響休退學的決策

為何？」對於自我期許之影響；最後，「大學生的恆毅力影響休退學的決策為

何？」對於恆毅力之影響。 

關鍵字：歸屬感、恆毅力、自我期許、休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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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大學生打工動機與疫情之影響

蔡佩蓉 a 、曾昱璇 a、謝明真 a、羅家暖 a、林思吟 a* 

a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摘要

大學生半工半讀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根據先前研究發現，大部分的大

學生都有經濟壓力，八成以上學生打工都是為了賺取個人生活費，因此主要選

擇的打工會重視薪酬獎勵，其次才是福利制度，而少部分的學生是為了可以增

加未來的工作經驗、提早適應社會以及打發時間。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從 2019
年底至今，產生的影響十分重大，亦造成工作型態的轉變，大學生打工的方向

也因為疫情受到了不少的影響。據報導指出，有部分學生選擇直接取消打工計

畫，但也有部分學生因為要賺取生活費繼續打工，但為了要避免感染和趨緩疫

情，也開始減少與人面對面接觸的機會，打工職缺從原本最受他們青睞的餐飲

業或超商等服務業，轉成線上作業，如：小編或遊戲主播等新興行業來取代。

本研究探討大學生在疫情影響下，校外打工意願及時數是否會受到影響。透過

問卷調查的方式，以目前在學之大學生為對象，共回收 111 份有效問卷。結果

發現，打工時數與外在動機呈正相關，代表外在動機越高者，工作時數越多。

且外在動機越高者，會越想要多打幾份工以彌補受疫情影響被砍班的薪水。此

外，打工工作內容與自身修讀科系有相關，即較學用合一的同學，較重視內在

價值。且面對疫情收入不穩定時，較不會想要轉換工作跑道。

關鍵字：大學生打工、工作動機、工作價值、學用合一、新冠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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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學生參與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之現況、動機與提升策略 

The current situation, motivation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rom outlying islands participating in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Research Scholarship 

蔣子平 

國立金門大學土木與工程管理學系 

摘要 

因校務評鑑、跨領域發展及鼓勵優秀學生儘早接受研究訓練等因素，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之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愈來愈受重視。但離島大學學生受

資源、交通及疫情影響，參與國內學術學習機會較少，申請及獲得大專學生研

究計畫不盡理想。為此，本研究探討金門大學參與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之現況、

動機與提升策略。依據相關資料庫分析各學院申請案及補助案之比例與數量，

使用問卷及訪談獲得具有申請資格與獲得補助之學生，分析其申請意願與遭遇

困難，探討成就動機與申請大專生研究案及錄取後的解決問題能力差異分析。

並收集各校鼓勵學生提出申請之相關規章，建請提升申請率與補助率之策略。 

關鍵字：學習動機與成效、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問卷與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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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協辦單位與人員

1. 主辦／協辦單位（協辦單位依筆畫排列）

單位名稱 單位代表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TAIR） 林奇宏 理事長

弘光科技大學 黃月桂 校長

明新科技大學 劉國偉 校長

高雄醫學大學 楊俊毓 校長

國立中山大學 鄭英耀 校長

國立清華大學 高為元 校長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林奇宏 校長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謝俊宏 校長

2. 籌備委員（依單位筆畫排列）

姓名 服務單位／職稱

何希慧 TAIR 顧問／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林靜慧 TAIR 秘書長／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助理教授 
劉奕蘭 TAIR 副秘書長／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教授兼校務大數據研

究中心主任

林思吟 TAIR 副秘書長／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助理教授兼永續大學

辦公室主任

魏彗娟 TAIR 執行秘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校務大數據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員 
沈碩彬 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 助理教授兼校務研究辦公室組長

林鴻銘 明新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教授兼研發長

池伯尉 明新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助理教授

魯盈讌 高雄醫學大學校務研究暨企劃辦公室 助理研究員

林怡慧 國立中山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 助理研究員

祝若穎 國立清華大學校務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員

楊子奇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助理教授

黃健哲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經營系 教授兼校務研究中心主任

張家瑋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副教授兼校務研究中心數據研究分析組

組長

黃祈勝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助理教授兼校務研究中心資訊倉儲管理

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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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人員 （依單位筆畫排列）

姓名 服務單位／職稱

張舒婷 TAIR 行政助理 
黃俐瑜 弘光科技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 專員

楊欣蓉 弘光科技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 專員

王靜文 弘光科技大學 學生

呂育儒 明新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 專員

莊智媛 明新科技大學研究技術中心 助理

舒仲瑜 高雄醫學大學校務研究暨企劃辦公室 研究助理

李怡潔 國立中山大學 研究生

李炘芸 國立中山大學 研究生

顏君婷 國立中山大學 研究生

羅家暖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學生

張瑋庭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校務大數據研究中心 專任助理

陳首男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校務大數據研究中心 專任助理

周榆佩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校務研究中心 專員

鄭凱澤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校務研究中心 辦事員

張正輝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研究生

廖柏彥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研究生

王姝蘋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學生

陳宇軒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學生

劉如妃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學生

蔡念臻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學生

賴子婷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學生

王君翔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學生

林旨宸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學生

林峻霆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學生

許琮靖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學生

陳泓達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學生

陳柏元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學生

陳德恩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學生

陳賦軒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學生

駱定宸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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