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度工作報告



工作報告
(109.2.27-109.12.31)



109.2.27交接

TAIR 秘書處
位於中央大學文學院二館二樓

秘 書 長：臺北市立大學教育暨評鑑所所長 何希慧教授

副秘書長：國立中央大學經濟系 鄭保志副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林靜慧助理教授

執行秘書：黃祈勝博士

行政助理：陳純如



繳費會員人數

截止日期
團體會員

繳費數/名單數
個人會員

繳費數/名單數
學生會員

繳費數/名單數

109年12月31日 60/88 35/158 0/6

110年8月31日 70/88 35/158 0/6

書面通知退會：1
連續2年未繳常年會費：6
一年未繳常年會費：6
繳費率：79.5%

繳費率: 22% 繳費率: 0%



更新識別系統

原創者：本會副秘書長、中央大學經濟系鄭保志副教授
墨 寶：荷鶴大師葉民正先生



TAIR小物與紀念衫
今年共製作1,000個證件夾，180件紀念衫。
原本預定實體年會的時候現場發送，疫情關係，處理方式如下：

1.已繳交110年常年會費的個人會員的證件夾將連同專書寄送
2.其餘的證件夾與紀念衫留待第四屆第一次年會暨國際研討會現場出席紀念品



臺灣校務研究現況問卷調查
專案統籌：本會副秘書長、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林靜慧助理教授
施測時間：2020年8-9月
對象：各校IR 辦公室主管及同仁
問卷回收率：66% (96所學校，196份個人)



校務巡迴講座

• 109年

• 109年11月9日【以數據驅動校務研究規劃】國立中央大學主辦

• 109年12月4日【以資料為本的政策效估】國立中山大學承辦

• 共促成超過１００人次的校務研究夥伴專業交流

• 110年線上講座正在規劃中



校務研究專業知能發展工作坊

109年度工作坊共191人次報名參加

• 109年12月3日【決策支援與成效評估】三堂課共6小時

• 召集人：中央大學鄭保志副教授

• 110年1月8、15日【迎接IIR時代的資料探勘與視覺呈現】五堂課共10小時

• 召集人：中山大學林靜慧助理教授

• 110年3月5、19日【大學排名與資料公開】4堂課共8小時

• 召集人：臺北市立大學何希慧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邱皓政教授

TAIR與台北市立大學共同主辦



校務研究專書
出版商：秀威資訊

109年度專書

配合會員招募，凡繳交110年度常年會費者：
• 團體會員，致贈專書一套，9/8之前完成寄發
• 個人會員致贈1本，9/20之前寄達



電子報 http://www.tair.tw/zh-TW/press/newsletter

• 每季出刊，一年4期
• 已出刊17期
• 第18期預定110年9月出刊

http://www.tair.tw/zh-TW/press/newsletter


工作報告
(110.1.1 – 110.9.5)



第三屆第二次國際研討會
日期：110年5月21日視訊會議，共318人參加

周景揚理事長開幕致詞

JIRSEA期刊主編Dr. Teay Shawyun 線上分享

教育部高教司朱俊章司長致詞

來自各校的校務研究夥伴在線上分享收穫豐富的一天



第三屆第二次國際研討會
日期：110年5月21日視訊會議，共318人參加

經過嚴格評審篩選，脫穎而出的論文與海報，將被收錄在
TAIR 2021專書出版。



特別感謝

教育部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中原大學

協力促成這次美好的國際研討會



議題：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 召集人：中山大學林靜慧助理教授

• 110年8月20日
資料探勘解析校務資料科學分析之路與fsQCA（模糊集合質性比較分析）
應用 /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校務研究中心資訊倉儲管理組組長鄭正豐副教授
• 110年8月27日
學習分析與校務研究之匯流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楊子奇助理
教授
• 110年9月1日
校務研究與大學校務治理之實例探究：招生、課程與學生學習成效相關議
題之應用 / 主講：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系楊志強教授



校務研究專書
出版商：秀威資訊

110年度專書收錄14篇論文，編輯工作已啟動，預定111年1月出版，敬請期待

「以數據驅動校務策略規劃」

責任主編：國立中央大學鄭保志

• 有公平才卓越-北部某私立科技大學投資經濟與文化不利
學生教育之成效分析

• 學生系所滿意度模型-淡江大學為例

• The Effects of Multiple Learning Strategies on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Efficacy

• 提升國際競爭力？「全」英語授課的教學品質與學習成
效分析

• 學生學習成效之探討: 以南部某大學為例

• 你的學生從哪裡來？論生源地區對招生決策之有效性

• 學校課程對UCAN共通職能影響之研究

「以資料為本的校務決策績效評估」

責任主編：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王蒞君

• 從教育4.0看校務研究未來發展與實踐

• 教學創新對職場能力之啟發效益

•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Indonesi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 毒藥或良藥? 政府新南向政策對私立科大校務經營之影響

• 利用UCAN職能資料檢核就業提升之技職教育實務經驗探
討-以虎尾科技大學實施案例

• 大學畢業生在專業能耐對職涯滿意的影響：畢業後跨年觀
察

• 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之實施成效與校務治理作為初探

從教育4.0看校務研究未來發展與實踐



更多準備開展的工作
(110.9.6 – 110.12.31)



議題：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
召集人：中山大學林靜慧助理教授

• 9/23 (四) 14:00-16:00
人才培育與招生選才策略：以中興大學為例 / 中興大
學前教務長、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吳宗明教授
【UCAN的應用】二堂課4小時
• 9/17 (五) 上午10:00-12:00
分析UCAN及IR資料建構數位儀表板經驗分享 / 東華
大學資訊管理系主任 候佳利副教授
• 9/24 (五) 上午10:00-12:00
連結UCAN與SDGs發展適性、跨域學習路徑，賦能自
主學習—以臺東大學為例 / 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
館長 謝明哲副教授

UCAN課程
報名連結

議題：大學競爭力
召集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王蒞君教授

•10月【剖析世界大學排名— From beginning to 
the end】三堂課6小時

• QS排名介紹及實務操作/陽明交通大學校務
大數據研究中心魏彗娟助理研究員

• THE排名介紹及實務操作 / 陽明交通大學校
務大數據研究中心羅孟婷助理研究員

• 上海軟科與US NEWS排名介紹及實務操作/
陽明交通大學校務大數據研究中心林詩琪博
士後研究員、江素倩助理研究員

•11月【SDGs與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填報、分
析與研究】三堂課6小時

110年度工作坊更多精彩課程陸續推出，敬請期待



校務巡迴講座

• 110年線上講座正在規劃中，下半年舉行

• 召集人：本會副秘書長鄭保志副教授

• 執行秘書黃祈勝博士



第四屆第一次年會暨國際研討會
啟動籌備

預定111年1月舉辦

本次年會同時要改選理監事，
鼓勵有意願跟我們一起為校務研究努力的夥伴報名參選。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110年度工作計畫 

自 110年 1月 1日至 110年 12月 31日 

項目 計畫內容說明 預定執行期程 

會務 

第三屆第二次年會 原定 110年 1月召開 

實際召開日期 110年 9月 6日 

第三屆第二次國際研討會 原定 110年 1月召開 

實際召開日期 110年 5月 21日 

理監事聯席會 原定 110年 1月與 8月召開 

實際召開日期 110 年 9 月 6 日與

12月共召開 2次 

秘書處工作會議 每個月 1-2次 

業務 

臺灣校務研究專書 預定 110年 9-12月辦理 

111年 1月出版 

校務研究專業知能工作坊 預定 110年 8-11月辦理共 12場線

上工作坊 

校園巡迴講座 預定 110年下半年辦理 

第四屆第一次年會暨國際

研討會 

預定 110 年下半年開始籌備，111

年 1月舉辦實體會議 

國際交流：AIR Conference 因疫情停辦 

臺灣校務研究電子報 每三個月發行一期，110年度共計

發行 4期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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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記 

印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107年度結餘經費運用具體計畫書 

一、 107 年度結餘經費共計：(A) 1,361,363      元 

二、結餘經費使用計畫如下： 

保留至往後年度業務使用，合計：(A) 1,361,363    元 

◎具體使用計畫如下表： 

預定使用年度 計畫名稱 計畫內容摘述 金額 備註 

108 

東南亞校務研究第

19屆年會暨國際研

討會 

協助東南亞校務

研究協會

(SEAAIR)第19屆

年會暨國際研討

會在台灣舉行 

（C1） 

1,000,000 
 

108 2019 AIR Forum 

組團參加美國校

務研究協會(AIR)

年會 

（C2） 

200,000 
 

108 專業培訓活動 
校務研究專業發

展工作坊之舉辦 

（C3） 

161,363 
 

     

     

合  計   （A）1,36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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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107年度經費運用詳細使用計畫書 
(內容約略說明即可，俾利本部副函轉至財政部各區國稅局) 

一、留用計書目的: 

    保留經費，支持本會年度重點工作，發展校務研究機構與人才的專業，與國際接

軌。 

 

二、協會設立宗旨及任務項目:  

本協會成立日期:105年1月26 日(成立文號:校研字第1050000005號函)，為依法

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提供臺灣校務研究專業發展的支援，並

建立校務研究倫理為宗旨。 

 

三、留用計畫說明與經費運用分配數: 

年

度 
計畫名稱 計畫內容說明（詳細說明） 

經費運用

分配數 

是否符合章程任

務規定 

108 

東南亞校

務研究第

19屆年會

暨國際研

討會 

協助東南亞校務研究協會

(SEAAIR)第19屆年會暨國際研

討會在台灣舉行並邀請國際專

家來台交流 

1,000,000 

符合本會章程第5

條第四款，進行

與校務研究有關

之研究及國際合

作事項。 

108 
2019 AIR 

Forum 

組團參加美國校務研究協會

(AIR)年會 
200,000 

符合本會章程第5

條第四款，進行

與校務研究有關

之研究及國際合

作事項。 

108 

 

專業培訓

活動 

1. 校務研究校務治理之學生學

習成效工作坊，邀請國際學

者進行經驗分享 

 

2. 校務研究發展增能工作坊 

主題 A：校務研究概念內涵與

方法論 

(1) 校務治理暨高教政策分析 

(2) 數據本位的政策效估與方法

學思維 

(3) 大數據思維與雲端運算技術 

(4) 教育與心理測量與測驗原理 

主題 B：校務研究之資料分析

與預測技術 

(1) 資料視覺化與描述性資料分

析-Tableau Public應用 

161,363 

符合本會章程第5

條第二款，提供

會員與校務研究

有關之資源、訓

練及專業發展之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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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間關係探索與地理資訊系

統應用 

(3) 時間性推估與預測性分析技

術 

(4) 潛在變數方法與學習成效評

估 

 

 

四、未來留用計畫目標與預期效益:(約略或可免) 

年度 計畫名稱 預期效益(或受益人次) 備註 

108 
東南亞校務研究

第19屆年會暨國

際研討會 

1. 1.促進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與

其他國家校務相關研究單位之互

動與交流 

2. 2.預計出席200人 

 

108 

2019 AIR Forum 

1. 促進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與其

他國家校務相關研究單位之互動

與交流 

2. 參加人數：30人 

 

108 

專業培訓活動 

1. 提供會員與校務研究有關之資

源、訓練及專業發展之機會 

2. 提升校務研究人員的專業能力 

3. 預估人次：150人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