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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研究旨在運用資料包絡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評估我國

大學校院之經營績效，並運用縱貫性之資料計算 Malmquist 生產力指數，

尋求各校之發展類型與趨勢。本章首先敘述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接著提

出待答問題，再次，進行重要名詞釋義，最後說明本研究的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壹、研究動機 

 
「大學的目標在於以熱情與理性，全面陶冶知識與美德， 

以追求科學理想真理與自我。」 
 
 自從西方於 12 世紀義大利的 Bologna 設立(母)大學開始，大學的理想

與性格幾個世紀以來歷經了許多變化，亦使其內涵更為豐富，時至今日甚

有美國加州大學前校長 Clark Karr 倡議以 multiversity 取代 university，以體

現大學的多功能與多角色的性格。 
第一個為大學系統性地刻劃明確圖像的專著應當係 19 世紀中期(1852)

牛津學者 Newman 的《大學理念》(The idea of a university)，其認為大學是

為傳授知識而設、為學生而設，是一個傳授所有知識的場所(金耀基，

2003)。西班牙學者 Ortega 亦認為大學的本務在教學，大學的基本功能在

教導文化，以培養文化人為教育目標，因此大學的第一要務是教學。 
 現代大學的基礎奠定於 19 世紀末，雖然在制度上大體仍沿襲中世紀的

大學傳統，但是自從 19 世紀初以後，國家開始介入大學的創設，政府以

提供公立大學的部分預算，主導大學體制的建置。事實上，19 世紀以來，

大學在歐美地區已被納入學校系統，成為學制的高層架構，作為中等學校

畢業生經過嚴格的甄試，更上一層樓從事高深學術研究的教育機構(郭為

藩，2004)。在這種轉變之下，Von Humboldt 標榜「教自由、學自由」的

理念，創建的柏林大學始成為現代大學之典範。其重視師生共同進行學術

研究活動的風氣，廣泛的影響到北歐、美國以及亞洲等地研究型大學的興

起，如 1876 年美國的約翰霍普金斯大學(John Hopkins University)以及民國

初期蔡元培改革北京大學等。 
時至 20 世紀在全球化的風潮中，最受到注目的高等教育改革不外乎是

歐盟於 1999 年發表的 Bologna 宣言，其致力於 2010 年建構「歐洲高等教

育區域」(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政策性措施包括：(1)採行可互

相比較的學歷制度；(2)高等教育系統宜包括大學、碩士以及博士三個學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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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3)建立跨國家的學分轉換制；(4)推動歐洲高等教育品質保證的合

作；(5)建立具有歐洲文化特色的歐洲品牌(European Label)高等教育。郭為

藩(2004)直指出歐盟各會員國此舉之目的無非是爭取國際大學生的全球化

市場。鄒忠科等人(2005)則認為這些整合乃在於創造歐洲成為全世界最具

競爭力與活力的知識經濟體及永續的經濟成長。 
綜觀大學的發展階段，誠如 Burton Clark(1983)指出高等教育機構運作

所需正視的三個情境因素，其三頂點分別為政府、大學與市場。政府乃指

國家權力的政策推動與執行，大學專指教育機構中的學術權威，而市場則

指外在環境資源上的競爭。各國對高等教育機構的期待，皆隨其政治、社

會改革變化而多所調整。就在這樣的三股力量拉扯下，才顯大學之多元面

貌。 
 高等教育機構面對各方不同的期待，亦發展出各種分工以符應社會需

求，如美國頗負盛名的加州大學系統(研究型大學、綜合型大學、文理學院

以及社區學院)；英國自 1988 年教育改革法案(Baker’s Act)以降形成的二元

高等教育系統(大學、多元技術學院)。反觀我國，自 1990 年代掀起教育改

革風潮，大學校數從 1995 年公私立合計 60 校，劇增至 2006 年 147 校，

增加率為 145%(教育部統計處，2006a)。然而，由於分工系統未能建立，

市場調節機能未能運作，致使教育資源的重複投入，卻無法回應就業市場

之需求，形成經濟學者所稱之「教育性的失業」。高強(1999)即在「臺灣高

等教育市場之分析研究」中指陳在高等教育過度膨脹導致職業與專長相符

的比率逐年下降。究其原因在於各校未能考量本身體質與傳統，建立市場

區隔，反汲汲於追求擠身研究型大學之列，以獲得較多的政府經費補助。

然而，面對全球化更為開放的競爭市場，大學應建立品牌識別系統，清楚

界定自身之功能定位，此乃研究動機之一。 
1980 到 1990 年代，教育績效的要求象徵著國家對教育品質的責任，

由各國於新舊世紀之交，為維持其國家競爭力相繼提出的改革行動中得以

窺之。例如美國布希總統的「美國兩千年策略」(America 2000 Strategy)；
柯林頓總統的「目標兩千：美國教育法案」(Goals 2000: Educate America 
Act)，皆致力於提升學生評量的標準，象徵政府及企業團體將績效責任視

為學校改善的起點(張鈿富，2006)，同時也掀起一波績效運動。英國政府

更針對大學校院提出「高等教育新框架白皮書」(Higher Education: A New 
Framework)，明確指出政府在高等教育方面投入大量資金，勢必需要建立

適當的績效責任制度。學者指出品質運動的蓬勃發展有以下促成因素：(郭
為藩，2004；秦夢群，1998；湯堯，2003)： 

(1)高等教育經營走上市場主義、管理主義及企業主義，講求績效、成

本及市場需求。使得近二、三十年的高等教育學術文獻中，充滿著商業氣

息濃厚的辭彙。在此種大勢所趨之下，大學管理階層越發向企業界吸取促

進績效的方法(Krip,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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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消費者主義的復甦，認為唸大學是一種教育上的消費，消費者

不但有權選擇物美價廉的貨品，更有權要求貨真價實的資訊。 
(3)教育主管部門由於教育財源拮据，不足支應膨脹的大量公立學府預

算，以績效為基礎的撥款分配大型其道。 
面對績效責任運動以及對大學品質管制的評估等外在環境的影響，大

學的發展似乎不再保有完全的獨立自主性，自必與外在的利害關係人(包括

政府、企業界、社會大眾、捐款者以及學生)相接溝通。 
我國高等教育機構，究其法制面無論公私立皆定性為非營利機構，且

校務經營多倚重政府經費補助，惟高等教育經費與資源受到社會大眾將其

從公共財轉而界定為個人投資，因而面臨全面緊縮的現象，重視績效品質

勢不可擋。我國自 1975 年首次辦理大學評鑑作為考評大學校院辦學績效

之策略以來，皆以質性的訪視為主，其中又以 Stufflebeam 所提之 CIPP 模

式作為考評之主體。然而，針對此種方式，學者多有所批判，如陳漢強(1985)
指出，我國的各項學校評鑑多半不超過一天，評鑑人員倉卒成軍，評鑑標

準含糊不清，評鑑報告只列舉學校優缺點，很少能提出具體的改進意見。

馬信行(1980)另指出，教育評鑑的目的在評估教育品質，以做為改進的參

考，故它具有診斷的作用，因此不精確的評鑑非但徒然增加人力財力的浪

費，而且容易顛倒是非，使好學校受到打擊。因此，評鑑應用可測量，可

觀察、可確定的方式來評鑑，不能評鑑的項目寧缺勿濫。上述缺失已於 2005
年教育部委託社團法人臺灣評鑑協會辦理之「大學校務評鑑規劃與實施計

畫」中多所改善，如訪視時間由一天延長為兩天、評鑑指標質量並重等。 
然而，除量化指標開始受到重視，並著手收集第一手資料外。應可採

用計量方法評估高等教育機構，如：(1)比率分析(ratio analysis)；(2)計量迴

歸分析(econometric approach)以及(3)資料包絡法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以取得更具有分析意義的數值。學者進一步指出，計量取向的

績效評估通常將重點置於高等教育機構是否存有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郭
振雄等，2006)，本研究即嘗試以計量取向結合經濟學的角度，提供績效評

估途徑之另一參考，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資料包絡法係以生產邊界(product frontier)作為衡量效率的基礎，並以

數學模式求得生產邊界，且無需預設生產函數模式，即可將目標之投入、

產出資料透過數學模式，求出生產邊界，將各決策單位(decision making unit, 
DMU)之實際資料與生產邊界比較，即可衡量出各決策單位之相對效率及

相對無效率的程度，及達到相對效率的改善建議目標(孫遜，2004)。因其

可同時處理多項投入與產出指標的特性，使其被視為一種組織間績效評估

的強勢工具，不論是公私部門皆可採用(Norman & Stoker, 1991)，並廣泛被

應用於營利與非營利組織的效率評估中。 
 Bessent & Bessant(1980)首次以加州 55 所初等學校為例，將資料包絡

法應用於學校績效評估，並對資料包絡法的分析方法與功能進行說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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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學界也逐步的嘗試將資料包絡法用以衡量各級學校的辦學績效，如高級

職業學校(劉明超，1999；Liu、Lee and Tzeng，2004)以及大學校院(顧志遠，

1999；費業勳等人，2004；林容萱，2003；賴仁基，1997；郭振雄等人，

2006)，皆獲得豐碩的研究成果。然而，在應用於大學校院上，郭為藩(2004)
指出評鑑一所學府，首先應該確認其性質與類型，特別是人才培育的目

標。例如研究型大學、師範大學、科技大學或藝術大學，不宜用同一套標

準去評量，其指標自然亦各有所偏重。本研究對象為大學校院，因此嘗試

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將投入與產出之指標按照大學發展類型區分為研究與

教學兩大面向，進一步衡量大學校院在經營效率上的表現，並為大學校院

尋求其發展類型。 
另外，由於資料包絡法只能針對單一年度各個決策單位予以比較，而

無法以連續數個年度作縱斷面的分析，所以本研究採用資料包絡法所延伸

出之 Malmquist 生產力指數，作為評估各個大學校院歷年的技術變動、生

產力變動的情形。試圖透過更精確以及更完整的評估系統，以了解大學校

院經營的完整面貌，此為研究動機之三。 
國家政策與其管理決策機制勢必會與高等教育機構的規模大小與經營

績效息息相關(湯堯和成群豪，2004)，檢視世界先進國家的高等教育發展

時，教育權力下放與學術自由的趨勢正明顯的影響各國的教育發展。我國

亦然，1994 年大學法修正公佈及大法官會議 380、382、450、462 號解釋

相繼作成，即是在落實大學自主、保障學術自由。2001 年教育部所提之大

學法草案，其最重要的修訂方向是國立大學公法人化之條文，其主要理由

即是調整政府和國立大學之間的關係(黃政傑，2001)。面對大學發展的質

變與量變，政府亦相對應的調整既有的行政架構，如高等教育審議委員會

的研議，即是立基於從管制轉變為輔助的角色功能，期待跳脫高等教育政

策僅限於行政機關，而擴及大學人以及產業界亦能參與決策。 
 此種權力關係的轉變，反映在政府對於大學校院教育經費政策上，以

2005 年政府補助高教經費為例，經費分配為兩大類，其一為基本需求經費

(含國立大學校務基金補助、私校獎補助以及一般性經費)；其二為引導分

類經費(含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教學卓越計畫以及獎勵

產學合作)，合計 734 億元(含特別預算為 834 億元)，其中引導分類經費即

佔 13.8%。此一現象顯示面對高等教育大量擴充，教育經費窘困下齊頭式

平等補助方式必不可為。因此，政府以競爭性經費引導各大學據其體質發

展其優勢特色，期使大學產生自發競爭的動能。然而，獲得補助之學校以

及爭取補助之學校之間如何取捨，卻是接下一來的課題。本研究嘗試建立

高等教育生產力評估與資源分配模式，即在為高等教育機構建立具資源分

配功能之績效責任制度，此為研究動機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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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依據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具體的研究目的臚列如下： 
一、擬定國內大學校院教學與研究之投入與產出性指標系統。 
二、以資料包絡法衡鑑國內各大學校院之相對效率值，並對相對無效率之

學校提供改進建議之參考。 
三、分析國內各大學校院發展類型(如綜合型、教學型、研究型、未定型)

與趨勢。 
四、綜合研究結果，作為各大學校院與高等教育政策擬訂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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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本研究之待答問題如下： 

 
問題一：國內大學校院教學與研究之投入與產出性指標系統分別為何？ 
問題二：國內各大學校院之相對效率值為何？改進策略為何？ 
問題三：國內各大學校院之發展類型為何？ 
問題四：國內各大學校院之發展趨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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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重要名詞釋義 
本研究定名為「評估我國大學校院之發展策略：以資料包絡法為例」，

為利於本研究在進行時有明確方向，並對研究變項有清楚的界定，以確保

獲致可靠之研究結果。特就重要名詞釋義如下： 
 

一、我國大學校院 

本研究係指採用教育部高教司委託中原大學建置之「教育部公私立大

學校務資訊評鑑系統」，共蒐錄包含公私立大學校院及軍事校院共計 79 所

之校務量化資料，其中因中央警察大學及 8 所軍事校院在性質在與任務上

均與一般大學校院不同，為避免比較基準點不同所造成的偏誤，故不列入

此次的分析。另外，藝術與體育類之大學校院(如藝術大學、體育學院)其
產出性指標泰半以藝術創作之展演或體育競賽之成績作為衡量之準據，爰

為避免不同性質在比較上之偏誤，亦不與納入此次的分析。最後，計有國

立高雄大學等 14 校，由於改制或新設校，尚未有大學畢業生之完整資料，

因此亦一併排除。因此，本研究所稱之我國大學校院係指「教育部公私立

大學校務資訊評鑑系統」中不含 9 所軍事校院、6 所藝體類以及 14 所無大

學畢業學生數之大學校院，共計 50 所之大學校院之謂。 
 

二、發展類型 

發展類型係以教學與研究兩大向度之投入與產出指標，利用資料包絡

法所求得之相對效率值，以平均數為決斷值，定位各大學之類型。如根據

兩大向度之高低可進一步區分為綜合型(高研究高教學)、研究型(高研究低

教學)、教學型(低研究高教學)、未定型(低研究低教學)四種發展類型。 
 

三、發展趨勢 

 發展趨勢係指依照各大學校院之 90、91、92 學年度縱貫性資料所計算

之各校於各學年度效率值之消長情形，並參考 Malmquist 生產力變動指

數，共有總要素生產力變動、技術效率變動、技術變動、純粹技術效率變

動、規模效率變動等五項效率變動指標，當效率值大於 1 時，表示相較於

前一學年度，本學年度效率提升；反之，小於 1 時，表示本學年度效率衰

退。 
 

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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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係指具有客觀比較的功能，且理論上藉由其數值的變化可以反映

出重要社會現象之發展脈絡、現況、品質等預期效益的統計測量值；並可

針對相關的層面進行加總或分化，以達到研究分析或政策決定的目的。 
 

五、資料包絡法 

 資料包絡法係由 Charnes, Cooper 和 Rhodes 於 1978 年所提出，其針對

非營利性質與具有多項投入與多項產出環境的組織，利用無參數效率前緣

的概念來評估組織單位間的相對效率，若受測單位落於效率前緣的邊界

上，則為相對有效率，若位於效率前緣邊界內，則為相對無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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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係從教育部高教司委託中原大學建置「教育部公私

立大學校務資訊評鑑系統」中刪除 9 所軍警校院、6 所藝體類大學校院以

及國立高雄大學等 14 所缺乏大學畢業生資料之公私立學校，共計 50 所大

學校院 3 個學年度之縱貫性資料而組成。該系統搜羅公私立大學校院及軍

警校院共計 79 所，包含 90、91、92 三個學年度之校務量化資料。因性質

與任務之差異，爰不將中央警察大學與 8 所軍事校院列為本研究的研究對

象。另本研究之所以不以 163 所大專校院為研究對象，係因大學校院和專

科兩者有其體質、規模以及任務上之不同，故不將專科學校列入研究的對

象。此外，不採大規模以全國大學校院為研究對象之原因在於各項校務量

化資料涉及填報時之定義、時間基準點與可信度，我國大學校院分別由教

育部高等教育司、中等教育司以及技職教育司主政，技職教育司掌管之科

技大學與技術學院因校務資訊資料庫建置尚未成熟，囿於研究者之能力，

故未能涵蓋技職教育體系，而僅以「教育部公私立大學校務資訊評鑑系統」

所涵蓋之大學校院作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內容 

 本研究旨在以資料包絡法評估我國大學之發展策略，研究進行探討之

重點如下：(1)我國高等教育政策；(2)資料包絡法之理論；(3)資料包絡法

之相關研究；(4)高等教育表現指標；(5)衡鑑指標的選擇與分析。藉此達到：

(1)建立研究與教學投入與產出系統性指標；(2)評估大學在經營效率上之表

現；(3)分析大學發展類型與趨勢。此外，綜合研究結果，建構量化取向的

高等教育政策回饋模式，亦是研究內容的重點。 
 

貳、研究限制 

一、以建構量化指標系統為主，兼論指標相對權重，未擴及質性指標，

且指標之可得性為影響指標系統建構的主因 

 本研究乃係基於理性典範(rationalistic pradigm)，選擇邏輯實證論

(logical-positivism)的觀點作為研究者對於世界觀的基本假設。理性典範因

 9



評估我國大學校院之發展策略：以資料包絡法為例                                        

CHAPTER 1 

講究客觀，而量化最具有客觀性，故強調量化研究，並認為研究必須先有

良好的研究設計，並符合下列條件：(1)界定研究的變項，並控制其他無關

變項；(2)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角色應分開，確保研究者的中立與結果的客

觀性；(3)根據理論或觀察結果，提出研究假設以供驗證；(4)遵循以理性研

訂出來的科學化步驟進行研究，以確保研究結果的正確性(秦夢群和黃貞

裕，2001；謝文全，2003)。爰此，本研究所建構之指標系統僅限於可觀察、

可測量、可重複驗證的量化指標。質性指標因極易受到主觀因素(如評分者

不同、偏見及人情因素等)，而影響指標數值之信度與效度，且本研究的研

究對象高達 50 所，規模擴及全國，倘納入質化指標，所動用之評鑑學者

非研究者所能負擔。然而，質性指標可反映出事項的情境脈絡，有助於彰

顯量化指標所呈現之意義與價值，在個別性的深入了解上有其優勢，此為

本研究所無法達成。 
 此外，本研究為更細膩的區辨量化指標間的權重關係，利用層級分析

法建立指標權重。本研究採立意抽樣，選取高等教育專家學者與高等教育

行政主管各 15 名，合計 30 名發放問卷。並未大規模發放問卷，因填答樣

本小，易受極端值影響，且所求得之指標權重倘以另一批樣本數相仿之填

答樣本群，重複相同步驟恐有演算出不同的指標權重，合先敘明。 
 

二、研究樣本特性與縱貫性資料之限制 

 本研究係以大學校院作為研究對象，其所具有的多功能與多角色的性

格實非其他各級學校所能比擬，對其辦學之好壞的評比也顯為困難。本研

究以研究與教學兩大面向評估其經營效率，僅係依據文獻評閱以及大學發

展之歷史，選擇研究與教學兩大面向作為其核心價值，雖未能完全代表大

學之表現，但仍可謂相去不遠，亦能符合社會普遍之期待。此外，教育機

構的普遍特性在於資源的投入較難立竿見影的見致成效。大學尤是如此，

如國外大學評比普遍重視之學術聲望，即非短時間一蹴可及；足以刊載於

國際知名期刊如《自然》(Nature)或《科學》(Science)等之文章，亦須累積

一定的研究能量。故以當學年度之投入與產出進行經營績效之評估，確非

最理想的途徑。然而，本研究所採用的資料包絡法，雖係納入該學年度之

投入與產出之數值，但所得之效率係屬於相對效率，非絕對數值的概念。

換言之，係以投入較多者其產出是否也較多的方向解讀數值。故在研究結

果的解釋上，應避免直線式的因果關係推論。 

 其次，本研究兼以 90 年至 92 學年度之縱貫性資料分析經營效率之趨

勢，僅能表現兩個學年度間之消長情形，未能就此預測 93 至 95 學年度之

趨勢，如前段所述，因大學之特性，辦學成果未必能在當學年度呈現。理

想之情形應以 5 到 10 年為分析之區段，追蹤每兩年之指標。雖然，本系

統之前身「教育部私立大學校院校務資訊系統」(http://moe.cy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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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網站收集各私立大學校院資訊，累積資料庫至今已逾 10 年。但改版

擴大至全國公私立大學校資訊亦僅自 2004 年 11 月始，因此，未來隨著該

系統的擴充，勢必能提供更豐富之研究素材。 
 

三、資料包絡法與層級分析方法學上之限制 

資料包絡法因其可同時處理多項投入與產出指標的特性，使其被視為

一種組織間績效評估的強勢工具，不論是公私部門皆可採用(Norman & 
Stoker, 1991)，並廣泛被應用於營利與非營利組織的效率評估中。然而，其

方法學本身亦有限制(轉引自孫遜，2004)。 
1.由於是非隨機方式，所有投入與產出的資料都必須明確且可衡量，

若資料錯誤將導致效率值偏誤。 
2.評估結果係以所有受評單位建立相對效率的比較，受評單位的變

動，會影響其評估結果，且評估時，所有 DMU 評估的投入與產出項都必

須相同，因此，評估對象需具有同質性，否則其評估結果不具任何意義。 
3.資料包絡法所得到的結果為相對效率，非絕對效率，其用途不是在

確定投入或產出的單位價值，而是用來衡量效率。 
4.對資料極具敏感，易受到錯誤極端值的影響。 
5.DMU 之個數至少為投入與產出項個數和之兩倍，否則資料包絡法無

法強而有利區隔有效率單位。 
上述方法學之限制可藉由研究者反覆檢測所收集之資料數據而進行控

制。然而，以資料包絡法評估各 DMU 間相對效率的主要缺點，即是我們

並不知道所計算出來之效率值的分配。投入和產出資料的極端值或測量上

的誤差，均可能影響效率評估結果。由於資料包絡法所得出的這些效率值

並不具隨機性(nonstochastic)，使得它的實用價值大受影響。此問題在 DMU
的樣本點不夠多的時候更為嚴重。因為一般而言，當模型中採用的投入種

類數與 DMU 樣本數的比例越大時，越容易出現有過多個 DMU 都位於效

率邊界上的情形，以致於計算出來的效率值失去了實用性(鄭秀玲和劉育

碩，2000)。針對此一問題國外少數學者(Valdmanis, 1992；Timmer, 1971；

Anderson & Peterson, 1993；Grosskopf & Yaisawarng, 1990)已開始嘗試一些

統計方法來處理，其中國內學者鄭秀玲和劉育碩(2000)引進 Simar(1996)和
Simar and Wilson(1998)等採用統計學 bootstrapping 法，以國內 39 家銀行作

為研究對象，透過對每個 DMU 效率值的重複取樣過程，求算出每個 DMU
效率值的標準差與信賴區間，大大提升計算出來效率值的實用性。

bootstrapping 法的基本概念，其實是模擬一組樣本的資料產生過程

(data-generating process, DGP)，建立起許多組新的擬樣本(pseudosamples)，
每組擬樣本皆可用來計算出新的統計值，做為對原始統計量分配的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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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囿於研究者對於 bootstrapping 的統計理論與操作在掌握度上較

為薄弱，且本研究研究對象多達 50 所，藉由控制投入之指標數與提高研

究樣本數，應足可避免因投入指標數與 DMU 樣本數的比例過大所導致之

偏誤，折損分析結果之實用價值。 
 其次，就層級分析法而言，本研究係以一次施測所得之資料整合為專

家共識意見，雖能避免專家以他人意見為意見的情況發生，但較缺乏傳統

德菲法專家間意見交流，逐步達成共識的交流過程。此外，本研究旨在將

專家意見作一整合，其結果較具有主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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