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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子化對高等教育之影響
 校務研究的意義與目標
 校務研究的程序
 校務研究資料庫之建立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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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台灣有158所
大學。今年， 50
所科技校院和23

所普通大學都有招
生不足的狀況，更
有27所大學的招
生率低於50％。

 由右圖可知，未來
招生不足將更加嚴
重。

Number of freshman Total shortfall

Unit: Ten thou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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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研究是透過資料蒐集、分析、報告、以及教職員探究
(staff work)，以促進高等教育機構的運作與決定(Saupe & 

Montgemery, 1970，3)
 蒐集資料或進行有用或必要之研究，以

1) 瞭解或解釋機構，
2) 對於目前運作或未來規劃作出敏智的決定，
3) 改善機構的效率與效能。

 校務研究就是以資料驅動（data driven）、科學方法，提
出具體量化數據與分析，輔助校務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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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校內數據資料共有
 以數據為基礎之政策分析
 以數據為基礎之調查研究
 依數據、研究之結果進行改善
 強化校內組織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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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 Top Priorities Task/Function (Campus IR Respondents) % Responses

Conduct research to support student success 7.9%

Conduct compliance reporting 7.1%

Provide support for institutional or program accreditation 4.9%

Conduct research for decision support 4.5%

Conduct enrollment research 4.5%

Provide support for institutional strategic planning 4.1%

Incorporate institutional dashboards 3.4%

Participate in institutional strategic planning 3.4%

Create a data warehouse 3.0%

Conduct institutional assessment 2.3%

Conduct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assessment 2.3%

AIR sponsored research

根據美國IR協會的調查，IR辦公室大多數研究主題也都是台灣各大學
現階段所需求，所以，這正是育部積極推動校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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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哩：盤點
 將雲朵變成雲端(資料整合、精簡、補齊)，將烏雲變成白雲(資料定

義及蒐集時程統一)，本校在此部份的工作最為辛苦。

 第二哩：分析
 根據議題、問題、及業務需求發展分析架構，本校已就可行議題且

有可用資料進行多項議題分析。

 第三哩：決策習慣
 養成關心內外數據、思考數據、以據為策的習慣。本校長期以來，

皆以數據分析來輔助決策。

參考王麗雲(2016)，“獨善其身或兼善天下–校務研究精進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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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準備運作報告（operational report）

 內容包括註冊、學生補助、住宿、財務、人事、以及其他資料。

 是組織運作的核心資料，常見的問題是校內各單位對資料的掌握情

況不一致，校務研究者的工作是整合資料以便得到一致的數據，更

要能設計學校的資訊系統。

2. 準備分析與總結報告（analytic and summary report）
 必須具備明顯的問題意識，對於資料的解釋也必須小心。

 碰到重大議題時，歷史性的資料通常不可少，方能有助於瞭解該

項議題的變化。目前本校基本資料已能收集10年以上資料。



14

3. 建立分析或模型研究資料（analytical or modeling 
studies）

 有時必須回答一些因果性較強的問題，例如預測新生的註冊率，或
是解釋影響教授升等的因素，或是瞭解就業率的影響因素。

 透過現有資料建立模型，可以解釋與預測，以利組織規劃。

4. 設計管理資訊系統（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學校本身應該有資訊管理系統，作為校務分析的基礎，這些資料與

資訊的蒐集、保存、保管、應用都應該有一套詳細的規劃，

 除了要求資訊正確，避免重覆蒐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為這些資料
加值，作為校務規劃與決策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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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特定議題研究
 舉凡學校中行政、教師、學生、課程、方案等成果，都可依據需

要進行專題研究，研究的成果可以作為校務規劃或革新的參考。
 由於各單位有其專業與長期累積之經驗，本校已建立議題徵案機

制，由議題思考→填寫徵案單→中心審核→資料分析→結論建議
之程序辦理，每半年定期性收集議題，也可不定期依需求提出議
題分析案。

6. 回應外界資訊需求
 各界，特別是政府機構，經常會向學校索取資訊，校務研究的功

能包括整合這些資訊的提供，
 回應外界對學校資訊的需求，本校將啟動編寫「區域貢獻報告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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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協助學校教職員工作

 學校現有各處室或系所各在運作時，都需要校務研究的協助，例如，
如何擬定教學優良獎，如何擬定招生策略與獎學金策略等。

8. 研究支持教育發展

 校內有些試辦方案或是新方案，這些方案本身辦理成效如何？是否應
該中止、修正或繼續？都可以透過校務資料分析。例如，

 如果發現國際化作法推動後，學生外語能力或自信心確有提升，便
可以認定該方案的確在提升國際化能力上有幫助。

 推動課堂巡查機制，是否有助於減少學生划手機和趴睡現象，並提
升學生課程參與度，進而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推動自主學習後，是否有助於提升學生課程參與度，進而提高學生
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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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是校務研究的基礎，沒有正確、完整、與豐富的資料，校務研究
就很難有好的成果。

 搜集、彙整及建置有用的資料庫是校務研究首要工作
• 校務既有資料的擷取與整合

（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等校內資料庫）
• 新增資料的蒐集與處理

（各種問卷收集）
• 學校外部資料提供

（教育部、勞動部、UCAN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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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行政單位資料常有缺漏，或不符校務資料庫檔案格式，各單
位應規劃好資料之參數與欄位的定義，可參酌教育部大學校院
校務資料庫。

 各單位應讓資料e化以形成自動化資料庫或雲端系統，並藉由行
政優化，減輕繁瑣行政事務與數據資料之處理。

 各單位資料可能因為人事異動，造成資料交接斷層，未來應規
劃資料定期分類統整與自我盤點，確保資料蒐集與保存的延續
性。

 各單位撰寫原始資料參數(raw data)操作型定義，以便後續資料
盤點、評鑑與分析時釐清參數內容。

註：內容參考中原大學機械系許政行教授之簡報



20

 資料庫之數據維護，原則是以「分散維護、統整管理」模式進
行

 各單位填報並儲存在資料庫的數據必須以原始數據為原則

 與業管資訊相關之計算由原始數據演算之；演算公式及參數定
義由業管單位提供給資訊單位撰寫程式方塊(Cube)或培訓業管
單位人員自行撰寫

 各行政單位資料庫資訊之分享應用之授權機制，依職位身分
別，再檢討並修正授權之規範表，並貫穿至單一簽入之機制
中。

註：內容參考中原大學機械系許政行教授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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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資料

資料倉儲

資料探勘

決策評估

資料收集者

資料操作員

資料分析師

管理決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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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生招生策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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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1. 本校外籍學位生之人數及歷年招生趨勢。

2. 本校外籍學位生之國家與就讀科系分布現
況。

3. 根據分析結果與政府政策，擬訂與規劃未
來招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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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教育部網站之公開
資訊

 將資料轉至為條列化
 自行串接數項因素資料

 以視覺化分析軟體
Tableau呈現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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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看各
校歷年
人數與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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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地
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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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學生
於學門與
科系之選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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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有八個全英文學位學程，由學士班、碩士班到博士班。商管學門
可招生學程深度足，但工程學門深度不足。

 全校可招生學程廣度不足，全英文學程集中於商管與工程學門，人文
與設計學門皆沒有全英文學位學程，無法對應多元需求。

學制 系所 全部人數 本國籍人數 外籍生人數

博士班
經營管理博士學位學程 17 0 17

機電科技博士班(國際學生組) 3 0 3

電機工程系博士班(國際學生組) 16 0 16

碩士班
商管專業學院碩士班 27 4 23

機械工程系碩士班(國際學生組) 5 0 5

電機工程系碩士班(國際學生組) 9 0 9

大學部
國際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34 20 14

國際金融學士學位學程 17 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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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議題需較多的專業決策，校務研究辦公室在此議題較著重於
資料整理與視覺化呈現，作為決策背後之數據支援

1. 南臺近年外籍學位生都有保持一定的人數，未來可繼續提升
本校知名度，以擴大學生來源。

2. 除了以商管和工程學門為主外，另可擴大人文、設計或傳播
學門之招生，讓外籍學位生的來源更多樣性，加強學生源的
穩定度。

3. 針對特定國家人數特別集中之學門，可以規劃對特定目標的
宣導場次加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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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申請入學管道招生
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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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可以招收普通高中的學生，每年招生人數為282位，103學年度註冊率為
95.4％。

 104學年度的報到率突降至72.7％，招生缺額為77位學生，此部分為外加名
額，無法以次年轉學考補入，每年收入損失770萬，且需連續四年。

 由於104學年招生不足比率大幅提高，所以，需要改變招生策略。

項目 103學年度 104學年度
招生人數 282 282

報到人數 269 205 

報到率 95.4% 72.7%

科技校院平均數 75.5%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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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校務研究分析，發現104學年度的招生問題有：

• 申請本校的學生其學測級分與我們需求是不對稱的

• 放榜後學生報到程序不靈活，造成學生等待過長，而放棄報
到本校，改報到他校。

新策略：

• 更改計分採認標準，重新定位本校所需學生之學測級分範
圍。

• 每個系皆增加面試，以期學生多瞭解本校。

• 修改報到程序，並建立新的報到系統，讓備取學生即時知道
報到本校之可能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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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學年度報到率回到95.4％，與104學年相比較，有很大的進
步。

 105學年度報到率是所有科技校院的第三高，顯示校務研究的過
程是成功的。

項目 104學年度 105學年度

招生人數 282 282

報到人數 205 269

報到率 72.7% 95.4%

科技校院平均數 72.5%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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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不同入學管
道學生之學業成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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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析104年度不同入學管道學生之一年級學業成績，是否
具有顯著差異，以做為本校各學院招生及教學之參考。

2. 與前一年度之研究比對。
3. 爭取提高推薦甄選入學比例。



37

 技職校院學招收四技生有不同的招生管道，主要有五種管道：
• 推薦甄選
• 聯合登記
• 申請入學(技職校院招收一般高中生)
• 技優甄審(招收技術優異學生)
• 其他(港澳生、僑生，外籍生等)

 每種管道招生人數均有上限，受教育部總量管制。推薦甄選和聯合登
記是兩個主要管道，招收總數佔87%左右。

 推薦甄選和聯合登記兩個管道的招生人數可以稍微調整，推薦甄選招
生人數比例佔核定名額的50%，如想要提高比例，需向教育部提出申
請，最高可提高至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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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入學與技優甄審的學生有較佳的學業成績表現。
 推薦甄選學生在學業成績的表現也優於聯合登記分發。

入學管道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A)推薦甄選 1,500 75.58 9.08 6.75 96.73

(B)聯合登記分發 1,006 74.45 11.44 0.00 96.43

(C)申請入學 247 77.11 10.72 6.13 96.14

(D)技優甄審 213 76.36 7.19 43.49 92.77

(E)其他管道 114 76.46 10.75 9.75 97.43

總和 3,080 75.42 10.02 0.00 97.43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事後比較

組間 2006.956 4 501.739 5.021 .000 CD > B

組內 307291.766 3075 99.932

總和 309298.723 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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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學年推薦甄選、申請入學、技

優甄審、其他管道入學一年級學生
學業成績皆優於103學年一年級生

成績，只有聯合登記分發之學生表
現較差。

 申請入學、技優甄審與其他管道已
無法調整招生人數比例。但推薦甄
選與聯合登記分發可互為流用。所
以，應要加重推薦甄選招生人數之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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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再細看至各學院、各科系之狀況

全校 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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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決定增加106學年推薦甄選的招生人數。

 我們向教育部提出提高推薦甄選招生人數比例計畫，該計畫說
明推薦甄選的重要性與對本校學生發展的必要性，當然也描述
了推薦甄選的重要程序和甄選標準。

 今年10月，我們已獲得教育部同意，將推薦甄選招生人數比例
提高至60％，所有技職校院只有14所大學獲得60%比例。

 根據上述分析，各學院也可依據此分析，酌予調整下個學年各
入學管道招生名額，並加強對聯合登記分發入學學生學習輔
導。



Any questions?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