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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的內容共計四節，各節的主要內容為：第一節闡明「我國高等教

育政策分析」；第二節介紹「資料包絡法之理論」；第三節整理「資料包絡

法之相關研究」；第四節分析「高等教育表現指標」；第五節詳述「衡鑑指

標的選擇與分析」，以期提供完整且系統性的文獻評閱。 
 

第一節 我國高等教育政策分析 

壹、我國高等教育現況 
早期我國高等教育發展難謂有明確的政策走向，直至 1960 年代中期，

政府引進人力規劃的觀念，在經建計畫機關設置人力規劃單位，依據經濟

發展的需要，規劃不同領域需才的人數，作為高等教育學府招生的參考，

致使高等教育發展的速度大幅降低。1980 年代中期以後，經建部門人力規

畫的觀念，受到學術界和教育行政部門強烈的挑戰。黃政傑(2001)在其《大

學教育改革》一書中有以下的評述：「以往我國採取計畫經濟的理念進行

教育規劃，先行推估人力需求，再據以核定大學招生人數以求配合。問題

出在影響人力供需的因素太多，不易完全掌握，業界的人力需求往往無法

延宕等待，大學至少四年的教育緩不濟急，且每個系所的畢業生都有不少

可供選擇的出路，各行各業的工作誘因是人力市場競爭的重要因素，影響

個人的選擇。再者，個人的興趣及學習權不宜也無法完全由國家支配，在

大學教育大眾化之後，大學教育反映的不只是國家社會及產業的需求，它

也反映學生的需求，更要顧及大學自身的理想。是以計畫性的大學教育受

到相當大的挑戰…。」以業界的人力需求觀點規劃大學教育的思維影響漸

趨式微，轉向重視學生學習權以及大學自身的理想開始昂揚，高等教育擴

張規模之速度遂逐漸提高，以下茲就組成結構，入學人口以及教育經費等

三項主軸分段析述： 
首先就我國大學校院之組成結構分析，邁向 1990 年代，高等教育大眾

化和市場化是世界各國高教發展的重要趨勢(戴曉霞，1999)。我國自 1994
年推動教育改革，迅速增設大學校院及增加招生人數，使大學教育機會快

速擴充，如圖 2-1-1 所示，校數從 1996 年度 67 所於 10 年間遽增至 95 年

度已達 147 所，增加率達 119.4%。其中學生人數未達 1 萬人計有 116 所，

佔 80%，顯示我國大學校院普遍規模過小，致使教育資源過度分散，不具

經濟效益。另由大專校院校數結構進一步分析，專科校數由 70 所銳減剩

16 所，反應大學校院結構性之消長多來自於專科的改制與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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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近十年大學校院成長數 
資料來源：大專院校概況表(85-95 學年度)，教育部統計處，2006a，2006

年 11 月 3 日，取自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 
STATISTICS/EDU7220001/data/serial/u.xls?open 

 
另進一步對照教育部統計處(2006b)編印 95 學年度《大專院校名錄》

所列之大學共計 94 所，分析我國大學(不含學院及軍事學校)組成結構之特

性，名冊如下表 2-1-1 所示。 
 
表 2-1-1：我國大學基本資料一覽表 

編號 代碼 校名 體系別
創校/

改制
編號 代碼 校名 體系別

創校/

改制

001 0001 國立政治大學 A 1954 048 1008 靜宜大學 A 1989
002 0002 國立清華大學 A 1956 049 1009 長庚大學 A 1997
003 0003 國立台灣大學 A 1928 050 1010 元智大學 A 1997
004 0004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C 1946 051 1011 中華大學 A 1997
005 0005 國立成功大學 A 1931 052 1012 大葉大學 A 1997
006 0006 國立中興大學 A 1943 053 1013 華梵大學 A 1997
007 0007 國立交通大學 A 1958 054 1014 義守大學 A 1997
008 0008 國立中央大學 A 1962 055 1015 世新大學 A 1997
009 0009 國立中山大學 A 1979 056 1016 銘傳大學 A 1997
010 0012 國立台灣海洋大學 A 1964 057 1017 實踐大學 A 1997
011 0013 國立中正大學 A 1989 058 1018 朝陽科技大學 B 1997
012 0014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C 1967 059 1019 高雄醫學大學 A 1999
013 0015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C 1971 060 1020 南華大學 A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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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 0016 國立陽明大學 A 1975 061 1021 真理大學 A 1999
015 0017 國立台北大學 A 2000 062 1022 大同大學 A 1999
016 0018 國立嘉義大學 A 2000 063 1023 南台科技大學 B 1999
017 0019 國立高雄大學 A 2000 064 1024 崑山科技大學 B 2000
018 0020 國立東華大學 A 1994 065 1025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B 2000
019 0021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A 1995 066 1026 樹德科技大學 B 2000
020 0022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 B 1997 067 1027 慈濟大學 A 2000
021 0023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B 1997 068 1028 台北醫學大學 A 2000
022 0024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B 1997 069 1029 中山醫學大學 A 2001
023 0025 國立台北科技大學 B 1997 070 1030 龍華科技大學 B 2001
024 0026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B 1998 071 1031 輔英科技大學 B 2002
025 0027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B 2000 072 1032 明新科技大學 B 2002
026 0028 國立台北藝術大學 A 2001 073 1033 長榮大學 A 2002
027 0029 國立台灣藝術大學 A 2001 074 1034 弘光科技大學 B 2003
028 0030 國立台東大學 A 2003 075 1035 中國醫藥大學 A 2003
029 0031 國立宜蘭大學 A 2003 076 1036 清雲科技大學 B 2003
030 0032 國立聯合大學 A 2003 077 1037 正修科技大學 B 2003
031 0033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B 2004 078 1038 萬能科技大學 B 2004
032 0034 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B 2004 079 1039 玄奘大學 A 2004
033 0035 國立台南藝術大學 A 1996 080 1040 建國科技大學 B 2004
034 0036 國立台南大學 A 2004 081 1041 明志科技大學 B 2004
035 0037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 C 2005 082 1042 高苑科技大學 B 2005
036 0038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C 2005 083 1043 大仁科技大學 B 2005
037 0039 國立台中教育大學 C 2005 084 1044 聖約翰科技大學 B 2005
038 0040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C 2005 085 1045 嶺東科技大學 B 2005
039 0041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 C 2005 086 1046 中國科技大學 B 2005
040 0042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B 2005 087 1047 中台科技大學 B 2005
041 1001 東海大學 A 1955 088 1048 亞洲大學 A 2005
042 1002 輔仁大學 A 1960 089 1049 開南大學 A 2005
043 1003 東吳大學 A 1954 090 1050 佛光大學 A 2005
044 1004 中原大學 A 1955 091 1051 台南科技大學 B 2005
045 1005 淡江大學 A 1980 092 1052 遠東科技大學 B 2005
046 1006 中國文化大學 A 1980 093 1053 元培科技大學 B 2005
047 1007 逢甲大學 A 1980 094 3001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 C 2005

註：1.A 表一般；B 表技職；C 表師範 
2.在台復校者以在台復校之年度計，1990 年後改制之學校僅列改為現制之年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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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整理自教育部統計處(2006b) 
 

進一步分析組成特性如表 2-1-2 所示，首先就其公私立別及體制別而

言，公立以一般綜合大學為主，於 42 所學校中即佔 23 所(技職科技大學 9
所、師範教育大學 9 所)；私立則為一般綜合大學 30 所與技職科技大學 23
所，約佔各半。顯示高等教育階段的技職教育多仰賴於私立大學，而學術

教育則多於公立大學進行，此一特性亦多反映在大學在教學、服務及研究

三大任務上的傾向。 
其次，就創校與改制年度而言，大部分學校皆於 2000 年以後改制、改

名或升格，共計 40 所；再者為 1999 年至 2000 年間改制之學校，共計 32
所；1990 年以前創設之學校最少，僅 22 所。就此三個年段之學校特質來

看，1990 年以前，因應教育部採取緊縮設立大學之方針，因此所創設之學

校，泰半為日據時代或是光復初期即擔負培育高等教育人才之任務，如台

灣大學(前身為台北帝國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前身為台灣省立師範學院)、
成功大學(前身為台灣省立工學院)、中興大學(前身為台灣省立農學院 )
等，以及來台復校，如政治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中央大學、東海

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等，此類學校具有悠久的創校歷史，向來即凝

聚豐沛的高等教育人才與設備。1990 年至 2000 年，因應高等教育大眾化

之趨勢，為提升大學人才培育之數量，教育部遂引導原為單科學院擴大其

辦學規模，轉型為大學型態，其中又以 1997 年間規模最鉅，如元智大學(前
身為元智工學院)、世新大學(前身為世新傳播學院)、長庚大學(前身為長庚

醫學院)等，此類學校由於多為以學院為基礎轉型為綜合大學，因應其著重

之重點學門以及校園既有腹地，使得其後來發展有較大的歧異。2000 年以

後，因應技職體系之改制與升格以及師範體系之轉型，大量的專科學校於

短時間內，歷經升格為技術學院乃至改制或改名為科技大學，如正修科技

大學(前身為正修工業專科學校)、聖約翰大學(前身為新埔工業專科學校)、
弘光科技大學(前身為弘光醫事護理專科學校)、明志科技大學(前身為明志

工業專科學校)等，對我國高等教育產生結構性之轉變。牟宗燦(2004)即指

出「放寬專科學校改制學院的門檻，許多專校紛紛改制為技術學院，進而

改名為科技大學，這是造成近年來國內大學校院數量大幅增加的主因，而

且技職校院與一般大學校院之間的定位分野也不明確，以致出現高等教育

體制混亂的現象。」另外則為師範校院整併或改名，如國立嘉義大學(為嘉

義師範學院與嘉義技術學院整併)、國立台東大學(前身為台東師範學院)、
國立台南大學(前身為台南師範學院)、國立台北教育大學(前身為國立台北

師範學院)等。此階段學校多為單科大學，適逢大學招生因學齡人口驟降而

面對供需不均之市場競爭態勢，另高等教育經費也因大學校數激增而產生

稀釋，再次，囿於升格或改制的進程過快，多數學校並未深刻就自身之師

資結構與校務發展妥善規劃，挪動調整系所之既有師資以符合升格門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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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時有所聞，故其發展上較為受限，教育品質也較受到質疑。 
 
表 2-1-2：學校基本資料統計表 

類別變項 類別 校數 百分比 
1.公立 42 44.6% 

公私立別 
2.私立 52 55.4% 
1.1990 年以前 22 23.4% 
2.1990-2000 年 32 34.0% 創校/改制年度 
3.2000 年以後 40 42.6% 
1.一般綜合大學 53 56.4% 
2.技職科技大學 32 34.1% 體制別 
3.師範教育大學 9 9.5% 

 
其次就學齡人口淨在學率而言，我國從 1995 年至 2004 年不到 10 年

間，從 27.79%攀升至 53.51%(圖 2-1-2)，學士班人數由 30 萬 2,903 人增加

為 93 萬 8,648 人；碩士班人數由 3 萬 832 人增加為 14 萬 9,493 人；博士

班人數則由 8,395 人增加為 2 萬 7,531 人，94 學年度大學考試分發入學錄

取率更高達 89.08%。Martin Trow(1973)在其所發表的〈從精英型走向大眾

型高等教育轉換過程中的問題〉(problem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elit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一文中，依在學率將世界高等教育分為三種類型：精英型

(低於 15%)、大眾型(15%~50%)和普及型(高於 50%)，按其分類我國已進入

普及型高等教育，Trow 指出此類型中，人們會視進入高等教育機構就讀為

一種「義務」(obligation)。我國在學齡人口淨在學率表現雖可比擬先進國

家，但仍有本質上之不同，舉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標竿國家美國來說，其入

學容易，畢業率卻很低，究其原因在於各大學對學術水準都希望維持一定

的標準，以免降低素質(吳京，2000)。然而，我國卻未就畢業資格做嚴格

的把關，以教育部針對 58 所大學(不含師院、技職、軍警校院)於 94 學年

度第一學期因學業成績不及格遭退學人數所作之統計，合計 4,325 人，退

學率為 1%(93 學年度第一學期為 0.88%)，即便是退學率最高的中國文化大

學亦僅有 2.93%(教育部高教司，2006a)。相較於美國 Harvard University 淘

汰率為 10%，不免令人對於我國大學之高錄取率，低退學率之趨勢感到憂

心。 
另自 1980 年代以來的少子化趨勢，接續衝擊著各級學校，連帶的大學

高錄取率更加劇各校招生壓力。若以 18 歲學齡組作為大學招生的主要對

象，1981 年出生人口數尚有 41 萬 4,069 人，至 1986 年則僅剩 30 萬 9,230
人，驟減約 10 萬人，反映在 93 學年度大專校院的招生缺額數高達 6 萬 471
人(莊清寶，2006)，顯示大專校院的招生已明顯的供過於求的現象，此一

走向將伴隨著出生人口數逐年下滑而越趨嚴重。面對高等教育環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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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教司於 90 年發布「大學校院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採總

量發展方式審查作業要點」雖以總量管制的行政措施暫為因應。然而，高

等教育的競爭已非侷限於國內，更大的挑戰即將伴隨著 WTO 開放國外大

學來台開設分校而至，過去此類依「國外學歷查證(驗)及認定作業要點」，

學歷不被認定之情形，勢必有所調整。此外，歐美及東亞各國積極熱衷於

海外招生，在馬太效應以及消費者追求獲得高品質、高評價文憑之趨力

下，國內高等教育的最適規模勢必超脫行政管制與保護而將交由市場機制

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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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近十年淨在學率暨出生人口數之成長 
資料來源：近十年教育發展概況統計分析報告，教育部統計處(2004)，2006

年 9 月 11 日，取自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 
STATICS/EDU7220001/bbs/education-development/T00.htm 

 

第三就教育經費方面(見圖 2-1-3)，近年來由於政府財政緊縮，雖然大

學數量急速擴充，卻無法配合擴增所需的教育經費，導致整體高等教育資

源的稀釋，大學教育經費的成長受到限制，自然影響大學品質及競爭力。

以 90 年度教育部投入高等教育經費總計約 754 億元(新台幣)，93 年度甚

至降為 728 億元(新台幣)，而教學研究經費皆遠低於歐美等先進國家，教

師待遇僅為 Harvard University 的五分之一。長久以來我國高等教育機構受

限於薪資結構，在國內外人才競爭市場上顯為不利。自 94 年度教育部有

鑒於高等教育發展所面臨的瓶頸，推動「發展國際一流大學計畫」與「獎

勵教學卓越計畫」，以特別預算方式分別投入約 100 億元及 10 億元，其中

為延攬優秀人才，放寬各校得聘用編制外之人員或編制內人員除法定給與

外之各項人事費支出(延聘國內外知名學者、專家、技術人員、博士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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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之薪資及延聘國內、外一流師資，擔任特聘職教授等)，任教期間最高

薪資得比照其於國外之待遇(教育部高教司，2005a；教育部高教司，

2005b)。即為藉此招攬優秀教研人才，並提升大學創新研發能力及學術影

響力所作的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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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高等教育經費之成長 
資料來源：近十年教育發展概況統計分析報告，教育部統計處(2004)，2006

年 9 月 11 日，取自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 
STATICS/EDU7220001/bbs/education-development/T00.htm 

 
 另外，教育經費重要的兩項指標：單位學生教育經費以及師生比，學

生受教品質亦經常反應其中。以單位學生教育經費(含技職校院)來看，我

國公立學校單位學生教育經費由 89 年度的 17 萬 6,400 元(新台幣)降至 93
年度 17 萬,300 元(新台幣)；私立學校則由 9 萬 3,600 元(新台幣)略為提升

至 10 萬 7,100 元(新台幣)。然而，比較 2000 年間國際間先進國家，我國(4,911
美金)不僅遠遜於美(20,358 美金)、英(9,657 美金)、日本(10,914 美金)、德

國(10,898 美金)等國，更不及於鄰近韓國(6,118 美金)。此外，由於國立大

學實施校務基金後，在政府補助經費逐年緊縮，學校自籌財源的壓力，以

及員額編制限縮，導致新增調整之系所生師比過高，近年來大學校院學生

數與專任教師人數之比值不斷攀升(見圖 2-1-4)，公立學校由 83 年度 14.47
攀升至 94 年度 20.77，私立學校則由 26.04 攀升至 30.76。教育部政務次長

呂木琳接受《遠見雜誌》訪談即坦率指出：「高等教育人口急速發展，但

資源無法相對擴充，以致排擠到國立大學的資源，近年來，大學生師比的

提高，造成大學教學及研究相對停滯」(宋秉忠，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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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 2 

 20

14.47

26.04

16.23

28.77

19.15

33.95

20.77

30.76

0

5

10

15

20

25

30

35

85 88 91 94

學年度

公立

私立

圖 2-1-4：高等教育生師比之變動 
資料來源：近十年教育發展概況統計分析報告，教育部統計處(2004)，2006

年 9 月 11 日，取自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 
STATICS/EDU7220001/bbs/education-development/T00.htm 

  
過去我國高等教育資源的提供，在公立學校仰賴政府經費挹注，私立

學校則依賴學費收入。然而，基於教育機會公平的考慮，對學費卻又採取

管制的措施，因而導致公私立學校資源的差距逐漸擴大，對於就讀於私立

學校的學生顯非公平。教育部為了平衡此一差距，自 1970 年代起著手針

對私立學校進行專案補助，如：「獎助私立大專院校改善師資處理要點」

(1975)、「獎助私立大專院校充實重要儀器設備配合款」(1977)、「私立大專

興建學生宿舍、餐廳、廚房貸款利息補助作業實施要點」(1982)、「私立大

專院校興建學生活動中心貸款利息補助作業實施要點」(1986)，而針對校

務整體性之補助規劃則係 1991 年「獎助私立大學四年中程方案」。透過獎

補助，以促使私校降低學費，對公立學校則採取平頭式的分配，此種僅著

眼於公平的分配方式除缺乏激勵性誘因外，也造成許多問題，包括：(1)
缺乏成本效益的觀念；(2)為爭取更多資源學校往往盲目擴張系所(陳德

華，1999)。政府過度的限制與保護致令教育資源未能有最適配置。 
 在高等教育快速擴充後，政府無力負擔龐大的教育經費，學校仍然依

賴政府提供資源的情形下，必然形成資源不足的問題，對於高等教育品質

的維持和提升皆有不利的影響。舉台灣、香港與中國大陸，兩岸三地近十

年大學於世界評比之表現(如 2000 年《亞洲週刊》(asiaweek)、2005 年《英

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2006 年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大學學術排名)，
均顯示台灣過去高等教育領先地位已被超越。面對過去教育資源的分配與

運用不當，以及因應外在挑戰而謀求教育水準的提升。現階段教育部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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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性經費的提供，與建立評鑑機制提供外界學校運作資訊兩種手段，期

打破僵化所形成的過度保障與缺乏激勵誘因的障礙，以敦促學校面對自身

的經營責任，並重新建構高等教育資源分配的體系。 

 

貳、我國提升研究與教學之政策作為 
為提升我國高等教育品質，並提出高教規劃方向之建言，行政院特於

2002 年 1 月成立院層級之「高等教育宏觀規劃委員會」提出我國高等教育

發展願景，俾供政府在高等教育政策上之遵行方向。該委員會乃提出以下

建議： 
1.政府應儘早著手高等學校分類，朝教學型、研究型、專業型與社區

型之規劃方向發展，盡速進行高等教育分類指標之規劃，並公布各大學校

院在這些指標上的實際狀況，以作為進行分類之客觀依據。 
2.宜根據高等教育類別分項挹注政府的補助經費，真正鼓勵各大學校

院朝多元方向發展。 
3.提供獎勵教學卓越之競爭性經費，以鼓勵各大學校院賡續追尋教學

之改進。大學校院本身同時兼具教學、研究及服務之多元功能。 
其中特別提及大學絕不能像研究機構僅專注於研究而忽視教學，否則

對於其培養人才之任務會有相當不利之影響。然而，2003 年 10 月教育部

公布的國際學術論文排名(SCI、SSCI & EI)，引起喧然大波，再次引起一

場研究與教學熟先孰後的論爭。 
世界各國在面臨世紀之交，迎接即將到來的挑戰紛紛於 90 年代掀起一

波建設重點研究大學的風潮，如日本文部科技省有「頂尖 30」計畫，原來

目標是選定 30 所大學重點發展；後來修正為「21 世紀卓越中心計畫」，選

定 5 個重點領域共核定 50 所大學的 113 件卓越研究計畫，其中東京大學和

京都大學最多，各得 11 件。韓國也有「智慧韓國 21 世紀(Brain Korea 21)」
計畫，在 7 年內投資 12 億美元進行高等教育改造，建構世界級研究型大

學，選定 6 個重點發展領域投入大量資源，並特別集中資源提升國立首爾

大學。中國自 1995 年起則有所謂的「211 工程」，目的在面向 21 世紀，重

點建設 100 所重點大學和重點學科，總投入經費約 183 億人民幣，其中在

1999 年選定了 9 所大學各獲得 3 年 12 億人民幣的額外補助，其中北京大

學、清華大學更是重點中之重點，分別獲得 18 億人民幣的額外補助。綜

觀各國推陳之政策，似乎發展研究型大學等同於發展高等教育的命題。 
研究型大學一詞的流行，事實上是近半世紀的事，而且侷限於美加地

區以及受美國高等教育理念影響較深的國家，如遠東地區。本來大學的功

能應包括教學、研究與公共服務三大面向，理論上這三種主要功能原應兼

重，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郭為藩，2004)。美國學者 Flexner 在其所著《大

學》(university)一書亦認為研究、發展知識與教學都是大學作為一個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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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所不可或缺的重要功能，他指出：「任何一個成功的研究中心都不能代

替大學」。Hogan(1981)的研究顯示出一個研究所其教師研究出產力高，則

其學生畢業後研究出產力也高，表示研究與教學是相輔相成的，不可偏

廢。即便是研究表現向為世界執牛耳之 Stanford University，在其校長

Kennedy(2000)校務報告中曾公開發表聲明，倡議各大學院校必須在研究與

教學之間取得平衡。 
然而，實際上各大學因其規模、資源、設校目標與學校傳統、研究生

的分量(相對於大學部學生的人數比例)，以及師資與研究團隊的陣容等，

在不同功能的重視上難免各有所偏。對此，黃政傑(2001)則提出較為折衷

且務實的作法，其認為所謂世界一流學府的建設，不可侷限於研究型大學

發展政策的實施，而要同時兼顧非研究型大學的卓越發展，即每一所大學

都有可能成為一流學府，但它們可以選擇成為卓越的研究型大學或卓越的

教學型大學。我國預算分配在提升競爭力的前題之下，正走上「績效基礎

的撥款分配」制度(performance-based allocation)，根據受補助單位在目標

業務或執行任務上的實際表現，或依照研究成果及預算配合的能力來分配

預算額度。教育部依其引導各校發展學校特色之功能將其稱之為引導性經

費，依其乃係就學校之體質與績效表現進行審議而核撥，則將其稱之為競

爭性經費。以下就我國近年針對研究與教學兩大面向所推動之重要計畫，

分段進一步討論。 
首先就研究表現之提升方面，對於提升大學科研能力的關注可溯及

1999 年行政院科技顧問會議所作出之結論：「政府應集中資源支援一所大

學邁向頂尖」，此可謂發展國際一流大學計畫芻議。2000 年教育部依據教

育改革行動方案，擬具「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報經行政院核定

後於 2000 年至 2003 年度實施，總金額為 130 億元(其中國科會分攤 30 億

元)，其係以專案補助多年期整合型研究計畫的型態進行，2003 年起則由

國家科學委員會之「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延續計畫」做為銜接，此為首

度專款提升科研能力的方案。2002 年起推動「提升國立大學重點研究所基

礎教育計畫」，係以研究所基礎教育改善為重點，優先考量博士班教學、

研究品質等之提升，並透過系所整合以形成跨領域研究團隊，在投入 3 年

53 億元之經費，整合形成之研究團隊計達 28 隊。2002 年度至 2004 年度

推動「研究型大學整合計畫」，在國內高等教育環境倡議規模經濟，聯合

大學系統的氛圍下，以專案經費補助具研究潛力之大學，從事校內或校際

整合，總計提供 23 億元經費，促成國內 7 所研究型大學之成型。綜觀上

述各方案的內容與補助對象，關注的層面由教授主持之專案研究計畫，跨

領域研究團隊，擴展到重點研究所，乃至於校本身為補助之主體，然而，

由歷年(次)受補助的名單當中(見表 2-1-3)，多少反映出高等教育資源仍然

由老牌的國立大學承接。 
2003 年行政院推動 5 年五千億的新十大建設，藉以強化國際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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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頂尖大學及研究中心」名列首項，教育部於 2005 年推動「發展國

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更名為邁向頂尖大學)，第一階段以特

別預算方式編列 5 年五百億欲打造世界級一流大學。可謂歷年來補助金額

最大，涵蓋面最廣，兼具提升研究與教學功能的方案。其係由教育部邀集

國內外學術聲望卓著之學者專家組成審議委員會，審議國內大學校院具發

展為國際一流潛力之校院及領域條件後予以核定，並依據各校計畫書所列

年度質化及量化具體目標評估其績效。審議評估的面向則包括：(1)學校經

營管理與組織運作制度(含法人化準備)；(2)學校基礎建設；(3)學校提升教

研績效之具體成果。審議通過之學校，政府承諾給予 10 年的經費支援，

並於每一年辦理實地訪評，如經委員審查未達目標值，則將其從計畫中除

名。藉由一年 100 億元的投入經費，用以提升學校整體基礎建設，經費使

用範圍包括改善或提升大學教學、研究所需之圖書儀器、建築設施、辦理

國際學術交流，並得運用於聘用編制外之人員或編制內人員除法定給與外

之各項人事費支出，任教期間最高薪資得比照其於國外之待遇支領，以提

升教學研究水準。 
  
表 2-1-3：研究型大學方案補助名單                       (單位：億元) 

方案名稱 
(實施年度) 

方案內容 補助學校 
補助

金額

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

展計畫 
(89-95) 

以專案研究計畫形

式，鼓勵國內研究人才

之合作交流及資源整

合運用，以提升大學學

術表現 

第一梯次 
中山(1)、台大(7)、交大(3)、中央(2)、

清大(3)、成大(1)、陽明(2)共計 7 校 

第二梯次 
中山(2)、中央(2)、中興(1)、成大(4)、

台大(1)、清大(2)、交大(2)共計 7 校 

130
 

提升國立大學重點研

究所基礎教育計畫 
(91-) 

以補助國立大學研究

所基礎設施為原則，目

標乃在提升整體研究

所之基礎教育 

台大、交大、清大、成大、陽明、中央、

中山、台科大、政大共 9 校 
-- 

研究型大學整合計畫 
(91-93) 

以專案經費支持研究

型大學進行校內、校際

整合 

台大、清大、交大、中央、中山、陽明、

成大共 7 校 23 

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

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94-103) 

1.發展國際一流大學 

2.發展頂尖系所 
台大、成大、清大、交大、中央、中山、

陽明、中興、台科大、政大、長庚、元

智共 12 校 

5 年

500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其次在教學品質提升方面，近年來由於經濟因素與高等教育理念的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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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教學品質的良窳又成為美國高等教育的熱門話題，有越來越多的美國

著名大學對重研究、輕教學的現象，開始進行反省，認為大學必須回歸培

育人才為主要目的的教育本質(Forest, 1998；Ramsden, 1992)。美國 Syracuse 
University 對美國 11 所研究型大學進行的調查發現，大部分的學校均較以

往注重教學品質的提升，以 Stanford University 為例，該校於 1992 年開始

設立教學獎項及特別獎金，以鼓勵教學表現優異的老師，同時成立一個特

別委員會，針對該校的教學表現評估進行一年的研究，次年，著手研究如

何改進大學部的教學，並於 1995 年修改該校必修科目的廣度及擬定一套

新的核心課程。此舉為美國高等教育豎立新的思考典範。 
此 外 ， 卡 內 基 提 升 教 學 基 金 會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召集包括知名華裔人士田長裔、楊振寧等人在內

的多位高等教育領袖，組成「伯爾大學教育檢討委員會」(The Boyer 
Commission on Educationg Undergraduates)，針對研究型大學的定位與大學

教育的理念進行深入檢討。該委員會 2000 年出版的報告 Reinventing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 Blueprint for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中

指出，未來大學應將大學部學生納入其整體研究生態體系中，激發其探究

問題、研究新知的好奇心，培養其如何學習、解決問題的能力，使大學生

亦成為大學這個不斷學習、研究新知社群中的一份子，使大學部的教育與

大學的研究使命結合為一體，徹底解決大學基礎教學與研究所高深研究間

的矛盾與衝突，並對如何提升大學教學品質提出 10 項重大建議(引自王秀

槐，2004)。 
1.將大學教育目標訂位在探究式學習的基礎上； 
2.大一以學習探究方法、加強語言表達能力為主； 
3.大二以上繼續在教師的指導下進行探究； 
4.破除知識領域的藩籬，撤除科技整合教育的障礙； 
5.結合溝通技巧與課程內涵，加強學生溝通能力； 
6.創意地使用教學科技，增進教學效果； 
7.大四時要求學生整合前三年所學，進行獨立研究； 
8.加強研究生的教學訓練，使其具有教導大學部學生的能力； 
9.改變教授的獎勵晉升制度，使教學與研究結合為一體； 
10.將大學建構成學習型社群。 
 

反觀我國高等教育政策顯有不重視教學之虞，杜娟娟(2002)以大學教

師對個人所服務的學校各項教學與研究工作的支持與重視程度評量中，發

現「教學績效佔升等比重」一項最不受到重視。揆諸政府所推動之國家層

級計畫，僅有國家科學委員會推動之「大專學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方案」

用以鼓勵大學部學生在教授的指導下，進行獨立研究。 
有鑒於我國高等教育環境即將面臨的失衡，教育部於 94 年度提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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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TERATURE REVIEW- 

 25

億元經費(以特別預算方式編列於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著手推動「獎勵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其係由各校提出計畫爭取，審議委員會就「學校計

畫具體執行策略」、「提升教學品質之創新性作為」、「教學制度組織面之改

善措施」、「通識及專業課程之規劃」、「學生學習成效及就業競爭力之追

蹤」、「教師評鑑及淘汰機制之建立」、「補助經費之運用規劃」等項進行審

查，期透過競爭性的獎勵機制，鼓勵大學提升教學品質並發展國內大學教

學卓越大學典範。共計有政治大學等 13 校獲得補助。95 年度起專案經費

擴大為 50 億元，補助費擴及師範、體育及技職校院。因技職校院發展方

向及特色不同，審查乃與一般大學校院、師範及體育校院分別辦理，計有

28 所一般大學校院、師範及體育校院及 30 所技職校院獲得專案補助(見表

2-1-4；表 2-1-5)。 
 
表 2-1-4：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經費核撥表             (單位：百萬元) 

序

號 
校名 

95 年度核定

經費額度 

94 年度延續性

核定經費額度 

95 年度核 

定總經費 

94 年度核

定總經費 
備註 

1 政治大學 -- -- -- 95 94 年度獲補助學校 

2 元智大學 -- -- -- 68 94 年度獲補助學校 

3 中正大學 58 -- 58 --  

4 東華大學 70 14 84 45 94 年度獲補助學校

5 高雄大學 51 -- 51 --  

6 高雄師範大學 48 -- 48 --  

7 新竹教育大學 71 -- 71 --  

8 嘉義大學 58 -- 58 --  

9 暨南國際大學 62 28 90 90 94 年度獲補助學校

10 臺北藝術大學 59 18 77 58 94 年度獲補助學校

11 臺南大學 38 -- 38 --  

12 臺南藝術大學 36 -- 36 --  

13 臺灣師範大學 80 -- 80 --  

14 臺灣海洋大學 61 21 82 70 94 年度獲補助學校

15 聯合大學 55 -- 55 --  

16 大葉大學 55 -- 55 --  

17 中原大學 82 24 106 80 94 年度獲補助學校

18 中國醫藥大學 78 -- 78 --  

19 世新大學 79 24 103 80 94 年度獲補助學校

20 玄奘大學 58 -- 58 --  

21 亞洲大學 55 -- 55 --  

22 東吳大學 100 31 131 100 94 年度獲補助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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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東海大學 60 28 88 90 94 年度獲補助學校

24 淡江大學 84 -- 84 --  

25 逢甲大學 113 24 137 80 94 年度獲補助學校

26 華梵大學 55 -- 55 --  

27 臺北醫學大學 64 -- 64 --  

28 輔仁大學 87 17 104 55 94 年度獲補助學校

29 銘傳大學 75 -- 75 --  

30 靜宜大學 58 -- 58 --  

31 高雄醫學大學 -- 21 21 68 94 年度獲補助學校

合計    979  

資料來源：95 年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審核結果公佈(頁 11)，教育部高教

司，2006b，高教簡訊，185。 
 

藉由不同類型的高等教育培育國家所需的人才已成為國內產、官、學

界的共識。教育部延續行政院「高等教育宏觀規劃委員會」高等教育發展

願景，於 2002 年公佈「大學教育白皮書」，將高等教育規劃為研究型(以深

度研究、研發為主)、教學型(以學術知識教學為主)、科技型(以專業科技、

技術教育為主)、社區型(開放高等教育服務社區為主)、遠距型(以隔空、網

路等方式進行成人教育)等五種大學作為政策推動的主軸。目前後者三者地

位較為清楚，分別各有隸屬，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屬於科技型，空中大學

屬於遠距型，即將成立的社區學院則屬於社區型(詹盛如，2001)。而研究

型與教學型現階段則係以審議委員會的審查方式決定，雖亦有學校對於審

議結果表示無法接受(如 2004 年中正大學教授絕食抗議五年五百億審查結

果)，但綜合各校之表現透過嚴謹的初審與複審程序，在國內官方評鑑機制

未具規模前，應是現階段較理想的做法。然而，一項公共政策的成敗前提

在於該政策是否能延續，近年由於國內行政首長異動頻繁，重要政策連帶

受到影響，不利政策成果之累積。此外，大學發展良莠與大學本身的學術

社群有關，教育部僅能就經費與法令提供有利的環境，是否能成為一流或

是頂尖，大學本身仍是關鍵所在。 

 另持平而論，吾等雖欣見政府部門於經費上之投資，但端靠政府資源

的挹注仍不足以建立一所偉大的大學。以研究型大學為例，根據美國經驗

指出，研究型大學的成功，包括投入鉅額的研發經費、重視基礎研究和高

級人才培育、捐款興學風氣濃厚、規模龐大且地位清楚(戴曉霞，2000)。
反觀我國，雖已針對重點學校進行鉅額且長期的投資，但工商業界對於捐

款興學仍不熱衷，不僅大學自籌財源受限，產業界與學界亦缺乏對話平

台。此外，長期重視應用性研究，忽視基礎性研究也使得國內學術淪為國

外之學術代工。綜上，高等教育尚存在許多有待解決之課題，實不應窄化

認為鉅額教育經費投入即能造就一流，而應同時鉅觀的檢視我國是否已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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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孕育一流大學的環境。 

 
表 2-1-5：技職校院 95 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核定名單及經費一覽表 
序號 校名 核定額度 序號 校名 核定額度

1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70,000,000 16 正修科技大學 25,000,000
2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55,000,000 17 明志科技大學 70,000,000
3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55,000,000 18 長庚技術學院 40,000,000
4 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70,000,000 19 南開技術學院 40,000,000
5 國立高雄餐旅學院 25,000,000 20 建國科技大學 55,000,000
6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85,000,000 21 南臺科技大學 70,000,000
7 國立勤益技術學院 25,000,000 22 亞東技術學院 40,000,000
8 國立台北科技大學 70,000,000 23 清雲科技大學 55,000,000
9 國立台北護理學院 25,000,000 24 崑山科技大學 55,000,000
10 大仁科技大學 15,000,000 25 朝陽科技大學 55,000,000
11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 25,000,000 26 聖約翰科技大學 40,000,000
12 中國科技大學 25,000,000 27 萬能科技大學 40,000,000
13 中臺科技大學 40,000,000 28 遠東技術學院 55,000,000
14 文藻外語學院 70,000,000 29 樹德科技大學 40,000,000
15 弘光科技大學 15,000,000 30 龍華科技大學 70,000,000

總計 1420,000,000 
資料來源：公布 95 年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審核結果，教育部技職司

(2006)，技職簡訊，170。 
 

參、我國高等教育品質保證之作為 
 各國高等教育已由精英制走向大眾化，學生人數急速增加，這種走向

改變了高等教育教與學的環境，也使得高等教育品質成為各國關注的焦

點，並嘗試依據自身之國情發展一套高等教育品質保證的標準、綱領和程

序，稱之為品質保證制度(呂美嫻，2006)。借鏡世界各國，早在 1980 年代

即成立各類型官方或非官方高等教育評鑑之專責機構，鉅細靡遺的掌理各

項品質保證之工作(如表 2-1-6)，大體而言各國採用的高等教育品質保證方

法，包括：評鑑、認可、審核和標竿化等四種。反觀我國高等教育品質保

證的作為，隨著教育部與大學之間的權力關係的轉變而有所更迭，初期是

以行政管制的評鑑手段為主，近年則有移轉給專業機構進行認可制之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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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各國負責高等教育品質相關機構與其功能定位 

國家 
品質與責任之 
主要中介機構 

功能定位 

品質保證局 
(QAA) 

促進英國各校的自我評鑑與統計資料指標蒐集，並提升

社會大眾對高等教育品質的信心。 
英國 

研究評鑑 
(RAE) 

針對大學研究評鑑，以同儕評鑑為主，並以建立指標為

評鑑發展之依據。 

校院授證鑑定團體(IAB) 
針對美國各州高等教育校院現況進行訪視與評鑑，為同

儕評鑑方式，以授證鑑定維護並保持品質標準，其影響

財務補助甚至於教師薪資。 
美國 

計畫或專業授證鑑定團體 
(PPAB) 

針對一般校院的特殊專業領域或指定學門領域進行訪視

與評鑑，為同儕評鑑方式，以授證鑑定維護並保持品質

標準。 

科學審議會(wissenschaftsrat)
針對德國高等教育的競爭與各項重大建設進行評估與研

究，並提出內部資金的分配機制，還有針對高等教育未

來展望提出建議。 

德國研究會 
(DFG) 

功能為掌管分配各邦政府與聯邦政府之間的基礎研究經

費，主要職責是對各校本身研究能力與各校申請科學研

究的議題進行評審。 

德國 

德國認可審議會

(Akkreditierungsrat) 

為確認教師教學與學生就學的品質，以提高產業界雇

主、學校機構、家長學生的信賴，最終達到德國高等教

育機構經營的透明度。 

日本大學評定協會(JUAA) 
主導日本各大學能持續透過自我評估的機制，以達到大

學的品質控制與績效責任。 
日本 

日本大學審議會(JUC) 
期望高等教育機構的自我評估能保證教學科學研究與社

會服務的品質。 

澳洲高等教育委員會 
(AHEC) 

負責對高等教育進行定時的報告與對高等教育品質管理

能充分提出建言，該組織並發展一組量化的績效指標，

以供澳洲各大學校院參考。 澳洲 
澳洲研究委員會 

(ARC) 
為了控制各大學研究品質而發展的綜合評鑑組織，目的

就是要透過監督機制，以達到對各項研究的品質要求。

國家高等教育研究委員會 
(NHECR) 

負責批准大學想要發展的教學項目，還有負責確認哪些

大學有資格能授與國家學位證書的責任機構。 
法國 

國家評鑑委員會 
(CNE) 

負責引入法國各大學內部品質控制的機制，主要功能是

要對高等教育機構進行綜合性的整體評鑑。 

資料來源：高等教育經營(頁 424)，湯堯和成群豪，2004，台北：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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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TERATURE REVIEW- 

 29

國內的大學評鑑肇於 1975 年的「大學學門評鑑」，當時受到美國行政

管理上「績效責任」觀念的影響，教育部著手開始進行相關的教育評鑑工

作以了解各校辦學的績效情形。而且我國的高等教育正當處於急速發展階

段，教育部為了解大學校院各學系、研究所之教育品質，作為輔導獎助及

核准各種申請案件之參考，乃開始辦理學門評鑑(教育部高教司，1996；秦

夢群，1998)。然而，推動初期一直缺乏有系統的制度性規劃，陳曼玲(2006)
引述時任高教司科長，直接負責大學評鑑業務現任教育部高教司長何卓

飛：「當時教育部對學門評鑑的辦理，採取想到就做的策略，既無定期舉

辦，也無完整的構思與計畫」。即便如此，大學評鑑工作仍在教育部的主

導與修正下，邁入第 30 年。 
 以下茲參考秦夢群(1998)之區分階段，就我國大學評鑑之發展脈絡與

演進，劃分為以下四個進程並將歷年(次)評鑑方案臚列於表 2-1-7： 
1.1975 年至 1990 年的大學學門評鑑：此一時期評鑑目的在於了解我國

公私立大學院校學系及研究所水準及問題，作為學校改進及教育行政決策

之參考。進行的方式則由教育部高教司或技職司聘請專家學者(國立大學教

務長及教授)組成小組充任，評鑑結果則分送各受評學校。評鑑的內涵較傾

向於行政中的管制手段，而缺乏大學自主與專業社群的對話空間。 
2.1991 年至 1994 年委託學術團體進行學門評鑑與各校校務發展計畫

審查：此一時期最大的突破在於引進學術團體，如「中國電機工程學會」、

「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以及「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等接受教育部委託

辦理學門評鑑，以符應先進國家藉由同領域之學術同僚的評估，來達成大

學內在品質的提升的品質保證趨勢(蘇錦麗，1997)。其次，係將受評鑑的

層級提高到學校，以校務發展計畫的方式進行審查，並作為核定預算或補

助獎助及系所調整等政策依據，進行方式則係由各校擬具中程校務發展計

畫、教育部組成專案訪視小組蒞校訪視座談。然而，此一階段飽受抨擊最

烈的在於部分受評指標非學校所能決定(如國立大學學校規模、單位學校校

舍建築面積)，且沒有將各校適當分類而以同一標準來評鑑。 

3.1994 年至 1997 年依法辦理大學評鑑：在 1994 年頒布新修正之大學

法及其施行細則，使得大學的評鑑工作有了法源依據。大學法第 4 條第 3
項略以：「各大學之發展方向及重點、由各校依國家需要及學校特色自行

規劃，報經教育部核備後實施，並由教育部評鑑。」另大學法施行細則第

2 條規定略以：「本法第 4 條第 3 項關於各大學發展方向及重點之評鑑，由

教育部組織評審委員會辦理之。」為教育部在大學自主的精神之下，取得

辦理大學評鑑發動與執行之法源依據。此一時期最大的努力在於嘗試建置

完善的評鑑制度，包括邀集相關的學者專家與大學校長組成「規劃諮詢委

員會」、擬定「教育部大學評鑑計畫草案」、召開「大學校院教育評鑑座談

會」、編印《1997 學年度大學綜合評鑑試辦計畫評鑑手冊》等，並著手進

行「試辦大學校務綜合評鑑」。然而，此次評鑑試辦範圍廣泛，涵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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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推廣服務、訓輔、通識教育、行政支援等校務項目，還有專業領

域。雖勞師動眾，但評鑑結果卻未量化的呈現，既看不出各校間的比較與

差異，也未與經費補助、招生結合，事後更無追蹤改進之機制。 
4.2004 年迄今全面性制度性推動評鑑工作：此一時期由於大學校數之

過度膨脹，過去長久被討論的認可制(accreditation)，終因社會對於高等教

育品質的疑慮以及高等教育機構退場機制之執行需求等雙重壓力下而得

以落實。綜觀前述階段評鑑皆是由教育部組成評鑑委員會或委託相關學會

辦理。然而，隨著國內最早的教育評鑑專業機構：「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

會」之成立(2003 年 8 月由前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理事長許士軍、前中

山大學校長劉維琪等學界人士籌組成立)，以及由教育部和各大學校院共同

捐資設立的「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2005 年 12 月 26 日掛

牌運作，主要任務在研發大學評鑑指標及機制、辦理大學校院評鑑工作、

執行大學校院評鑑人員培訓課程、建立大學評鑑人才資料庫、蒐集先進國

家高等教育評鑑訊息、推動高等教育評鑑國際交流)，我國高等教育評鑑正

式邁入專業評鑑的新紀元。而於此一時期所推動的評鑑包括：「大學校務

評鑑」、「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評鑑」、「科技大學評鑑」、「大學系所

評鑑」等，皆有公佈評鑑結果以及結合退場機制等認可制的手段。 
 

表 2-1-7：我國高等教育品質保證發展 

年代 
評鑑方案名稱 

(執行機關/團體) 
對象

評鑑 

層級 
評鑑特色 

1975 
大學學門評鑑 

(教育部高教司) 
大學 學門

1.評鑑由教育部主導，評鑑結果提供作為各校

改進之參考，而非經費獎助之依據。 

2.僅作學門評鑑，不作學校間的比較。 

1975 
技專校院專業評鑑 

(教育部技職司) 
技職

校院
學門 -- 

1990- 
1997 

私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教育部高教司) 

大學 學校

1.將評鑑結果視為 4 年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之

經費獎助依據。 

2.評鑑指標面向擴大，不限於學門評鑑，而係

以校務發展計畫為對象。 

1993- 
1996 

國立大學中程校務發展

計畫 
(教育部高教司) 

大學 學校

評鑑結果作為各校自我改進及國立大學經費

分配的參考。 

1997 
試辦大學校務綜合評鑑 

(教育部高教司) 
大學 學校

1.首次所有國立大學與私立大學(共計 62 校)

進行以大學整體校務為主之綜合評鑑。 

2.評鑑結果只做文字性的敘述，不做學校間的

比較。 

3.進行後設評鑑，作為後續改進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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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2004 

技術學院評鑑 
(教育部技職司) 

技術

學院
科系

1.改以校為分類單位，辦理各科系之評鑑。 

2.首度公開各科系等第。 

2004 
大學校務評鑑 

(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 
大學 學校

首次大規模制度性的辦理大學校務評鑑，並

公佈評鑑結果。 

2005 
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

學程評鑑 
(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 

師培

中心
科系

1.依據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作業要點辦理

評鑑，結合退場機制，列三等者隔年停招。 

2.評鑑結果有 5 所名列三等，遭勒命停招。 

2005- 
2008 

科技大學評鑑 
(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 

技職

校院
學校

1.依據 2004 年通過之專科評鑑辦法，評鑑結

果列四等停招的退場機制。 

2.評鑑對象包括：科大、技術學院、專科學校。

2006- 
2010 

大學系所評鑑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大學 科系

1.為以校為分類單位的系所評鑑，全面評鑑國

內 78 所一般大學。 

2.評鑑結果以量化呈現，並結合認可制退場機

制。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綜觀而言，我國高等教育品質保證機制發展的癥結，歷來即繫於評鑑

結果的可靠性、公信力以及後續效果。舉凡大規模的評鑑工作，往往需動

用大量的人力物力，單具資格之專業人士是否充足即生困難。此外，由於

我國學術圈較小，學門領域內部成員間聯絡密切，因此評鑑時迭生爭議，

倘若評鑑結果與核發經費有關則易滋事端(如 1994 年文化大學被凍結獎助

經費率眾抗議評鑑不公)。因此，檢視歷年(次)評鑑規劃經常擺盪於評鑑結

果是否公佈、評鑑結果採量化或是質化表述。平心而論，倘評鑑結果為一

彙整各項校務指標後所作之專業判斷，自當公佈，以滿足消費者(家長、學

生、社會大眾)知的權利。此外，由於我國高等教育市場機能尚未能健全運

作，故需借助行政手段作出勒令退場之處分，更需藉此以昭公信。吾等欣

見「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的成立，專責推動國內大學校院

之評鑑工作，惟其仍為半官方(教育部亦有捐資，並有董、監事席次)之組

織，所作之評鑑結果仍有近似於行政行為中的行政指導之效果，故仍有賴

專家學者謹慎為之，以建立公信，為高等教育品質嚴格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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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料包絡法之理論 

壹、計量取向的績效評估 
 以計量取向評估教育組織績效，測量教育效率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種

(見表 2-2-1)(Engert, 1995；Zomorrodian, 1990)： 

 1.比率分析法：以單一產出對單一投入的比率作為效率的測量，此類

方法又稱為「投入產出分析」。較常見以比率為原理的效率分析技術有成

本效益(cost-benefit)、成本效用(cost-utility)、成本結果(cost-outcome)與成本

效能(cost-effectiveness)。然而，由於教育的各項產出，是由多種不同的投

入所產生的，因此在實際運用上有其限制。 
 2.迴歸分析：適用來描述單一產出與多種投入的關係，而投入與產出

之間關係的建立則是利用最小平方法來達成，而迴歸分析用以衡量效率的

方法係利用對殘差(residuals)的檢測來評估效率，所謂殘差指真實產出與估

計產出之間的差稱之。當殘差值為正，則為相對有效率；若殘差值為負，

則為相對無效率。但使用迴歸分析檢測受評單位有無效率，仍有相當的限

制，主因在於教育過程會同時有多種產出產生，但迴歸分析則僅適用於單

一產出的模式，即便現今已發展出線性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但此模式所產生多種組合的殘差，將使效率的解釋產生困難。 
 3.資料包絡法：可用來評估組織單位間的相對效率，由於分析時無需

預設函數與參數估計，因此可同時處理多項投入與多項產出的效率評估，

特別是針對非營利組織與同時具有多項投入與多項產出環境的機構，如學

校，因此可突破傳統評估方法的限制。資料包絡法為本研究所使用分析方

法之核心，將於下節再予詳盡之介紹。 
 針對上述三種被廣泛用以評估組織績效的計量方法，國外文獻曾針對

迴歸分析法與資料包絡法間之特性進行比較研究。如 Bowlin et al. (1985)
使用迴歸分析及資料包絡法對醫院作績效評估時，發現若投入與產出項是

比率而不是一般使用的原始統計量時，此兩種方法在績效評估上會有缺

陷。使用迴歸分析時，其模型的選擇有一定的困難度，而轉換資料後得到

的模型不一定是最好的評估模式。資料包絡法在使用時最好有管理者參與

定義投入、產出項及決策單位，因為管理者可以評估結果作改善行動。在

實際應用上，資料包絡法通常假設無效率的矯正行動是可能的，若不進行

無效率的矯正，則迴歸分析對於預測決策單位是有效率或無效率也是較好

的。 
Thanassoulis(1993)亦以醫院為例比較資料包絡法與迴歸分析法，進一

步得出三項結論： 
1.資料包絡法依據決策單位之投入與產出組合來估計效率值，因此對

資料的敏感度較高。迴歸分析則依據決策單位之平均參數值，來估計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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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故對資料的變動較不敏感。資料包絡法和迴歸分析法都可以相當精確

地區別出有效率與無效率的醫院，若投入、產出項的資料數據十分精確，

資料包絡法效率估計和排序會比迴歸分析法準確。 
2.資料包絡法是一種邊界方法(boundary method)，它可以求得效率前

緣，而非平均邊際值；且資料包絡法是無參數法，相對於迴歸分析，並不

需要指定配適方程式，故不易產生配適錯誤方程式。 
3.資料包絡法在個別目標的最大或最小水準估計上較迴歸分析為佳。

資料包絡法可提供無效率決策單位之資源使用情形，及效率改善資訊，建

議管理者決策參考；迴歸分析則具趨中性，無法以最佳單位為標竿單位，

進而指出何者有效率、何者無效率。這兩種方法的穩定性差不多，當獨立

變數間有高度相關或有共線性的情況下，資料包絡法較迴歸分析法佳。  
 
表 2-2-1：量化取向績效評估方法比較表 

評估方法 優    點 限    制 使用時機 

比率分析法 

1.運用較可靠且簡單容易，各比例

的意義明確易懂。 

2.可藉由標準差之設定區分及好或

及壞之效率。 

3.明確評估績效的特點。 

1.僅為評估作業效率的指標之

一，無法代表全體作業效率。 

2.無法同時處理多重投入與多

重產出項的問題，實用性較低 

適用於單一投入

單一產出 

迴歸分析法 

1.利用函數表達投入與產出關係，

分析嚴謹客觀。 

2.具有統計分析學理的基礎，分析

結果較科學化。 

3.在有限的樣本限制情況下，不會

將無效率單位當成有效率單位，可

作為比較差異與預測工具。 

1.須先假設自變數與依變數具

有線性的函數關係。 

2.在受評估單位樣本數較少

時，無法找出最具效率之單位。 

3.無法同時處理多項投入與產

出的問題，須有詳細數量化資

料，殘差項需假設為常態分配。 

1.適用於多項投

入與單一產出 

2.預測自變數與

應變數間的函數

關係與平均值之

差異比較 

資料包絡法 

1.可同時處理不同衡量單位的多項

投入與多項產出項之效率衡量。 

2.無須事先假設生產函數關係的型

式，可避免參數估計問題。 

3.投入、產出項的權數值由數學規

劃模型產生，不受人為主觀因素影

響。 

4.可以提供單位資源使用狀況，及

效率改善資訊，建議管理者決策參

考。 

1.資料數據需十分精確，效率前

緣才有意義。 

2.需處理龐大的投入與產出項

資料。 

3.投入與產出項數值為負值

時，無法處理。 

4.樣本不足時，易將無效率單位

當成有效率單位。 

適用於多投入與

多產出 

資料來源：資料包絡分析法：理論與應用(頁 194)，孫遜，2004，台北：揚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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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料包絡法之基本概念 
資料包絡法的發展源起於 Farrell(1957)提出的不預設函數類型的非參

數邊界分析(non-parametric frontier)觀念，隨後由 Charners, Cooper and 
Rhodes(1978, 1981)發展出的 CCR 模型，將 Farrell 單一產出的效率衡量模

型擴充為多元產出型式，並將此種效率衡量方式加以命名；接著 Banker, 
Charnes, and Cooper(1984)的 BCC 模型，則更進一步地將 CCR 模型中固定

規模報酬的假設放寬，考慮非固定生產模型的情形。此種以數學線性的技

巧架構生產函數求得效率指標的方式，其最大的優點是進行分析時，不必

預設函數形式，避免了模型設定的問題；同時資料包絡法可以處理多元產

出與多元投入的效率評估問題，而且在投入與產出間無須決定其相對的重

要性，解決主觀加權(weight)之決定與加總的問題。以下就理論之演進與內

容討論如下： 
 

一、Farrell 的效率觀念 

 Farrell(1957)依據 pareto optimality 的觀點(無法在不損及某些人的情況

下，而有利於另一些人)，率先提出一家廠商的總效率(overall efficiency)係
由技術效率和配置效率組成的概念，其利用數學規劃的求算技巧算出效率

前緣線(efficiency froniter)，此前緣線為一無參數的生產前緣。利用實際觀

察值和等產量邊界的關係求得技術效率(technical efficiency, TE)，由投入要

素價格的關係測得配置效率(allocative efficiency, AE)。並提出三項重要基

本假設：(1)生產前緣線是由最有效率的點所組織而成；(2)固定規模報酬

(Constant Return to Scale, CRS)；(3)生產前緣線為凸向原點(轉引自李宜

芳，1999)。由於可區分為以投入為導向的衡量方式與以產出為導向的衡量

方式，本研究為避免介紹時之混亂，先以投入為導向的衡量模式介紹 Farrell
所提之技術效率、配置效率以及總效率，而以產出為導向的衡量方式則附

帶說明： 
 

(一)技術效率(technical efficiency, TE) 

 假設一生產函數為 ( )21
* , XXfY = ，其中 *Y 為生產因素 1X 、 2X 組合

下所能達到的最大產出水準。學校的生產效率可以實際產出與潛在之比

( )*/ YY 來衡量，若學校實際產出Y 等於潛在最大產出水準 *Y ，則稱此廠商

具有技術效率(technical efficiency, TE)，亦即在現有的技術上，以既定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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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所生產的最大可能產出量，以圖 2-2-1 說明。假設有 B、C、D、E 等

四校，使用 1X 、 2X 兩種投入，產出為 1Y ，而生產一單位 1Y 所需的 1X 、 2X

之最小可能組合為等產量曲線 'SS 。Farrell 首先利用實際被評估單位與效

率前緣的相對位置關係求出被評估單位的相對效率值，在前緣線上之每一

觀測點，技術效率值為 1，亦即具有完全技術效率。如圖 2-2-1 上 C、D、

E 三校位於等產量曲線之軌跡上，故皆具有完全技術效率。且由於生產前

緣線為凸向原點之假設，實際生產組合必在等產量曲線 'SS 的右上方。就 B

校而言，相對於 'B ，由於兩點雖然同樣生產一單位 1Y ，但由 B、 'B 與原點

所構成的向度顯示， 'B 點的投入量僅為 B 點的 OBOB /' 倍。亦即 'B 點僅

需要投入 B 點投入的 OBOB /' 倍，即能獲得與 B 點等量的產出，且由於 'B

位於等產量區線上，故 B 點的技術效率值可定義為 OBOB /' 。即「生產前

緣上的點與原點的距離」和「觀測點與原點的距離」之比值，稱為技術效

率值。 
 

(二)配置效率(allocative efficiency, AE) 

 Farrell 加入考慮成本函數的概念求出配置效率，這是指在既定的價格

比率與技術效率下，投入要素之成本為所有要素組合中之最低。由圖 2-2-1

可知，由 'AA 所構成之等成本線，其斜率即為兩種投入要素的價格比，

Farrell 假設其值為固定時，其中 C 點所花費的成本最小，僅為 'B 點的

'" / OBOB 倍，故 C 點為最適生產組合。 'B 雖然和 C 同樣位於等產量曲線，

具有完全技術效率，但 C 點投入僅為 'B 點投入的 '" / OBOB ，即能獲得與 'B

點等量的產出，故 'B 點的配置效率值定義為 '" / OBOB ，此外，由於當學校

使用的投入要素比例相等( 1X 、 2X 資源配置情形，平行於 'AA 的直線通過

'B 與 B 點的兩條直線斜率相等)，則配置效率值亦會相同，故 B 點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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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率值等於 'B 點之配置效率值，均為 '" / OBOB 。 

 

(三)總效率(overall efficiency, OE) 

 同時達到技術效率與配置效率則稱為總效率，總效率的求算方式為技

術效率與配置效率兩者的乘積，即： 

 

總效率=技術效率×配置效率 

 

以 B 點為例，若要 B 點在技術及配置皆達完全總效率，則其成本應為

目前成本的 OBOB /" 倍即可。因此，B 點的總效率可定義為： 

 

OBOB /" = OBOB /' × '" / OBOB                   (公式 1) 

 

 

圖 2-2-1：技術效率與配置效率：以投入為導向 
 

(四)以產出為導向的衡量方式  
以 投 入 為 導 向 (input-oriented) 的 衡 量 方 式 與 以 產 出 為 導 向

(output-oriented)的衡量方式，兩者其實是一體兩面，投入導向係指在不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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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產出的前提之下，投入可減少的比例；而產出導向則是在不改變既定的

投入之下，產出可增加的比率。由於在 Farrell 的假設中，生產函數是固定

規模報酬，所以其投入導向的技術效率會等於生產導向的技術效率。從圖

2-2-2 中 AB 的距離代表技術無效率，因此技術效率值(technical efficiency, 
TE)可用以下的比率定義為： 

 
OBOA /                                        (公式 2) 

 

 若已知產品的價格，則可得等收益曲線 'DD ，而可將配置效率值

(allocative efficiency, AE)定義為： 
 
 OCOB /                                        (公式 3) 
  

 其代表由 B 點移到 'B 點可增加的收益比，而整體的總效率(overall 

efficiency, OE)則為技術效率與配置效率的乘積： 
 

 ( ) ( ) ( )OCOBOBOAOCOA /// ×=                   (公式 4) 

 

 
 
圖 2-2-2：技術效率及配置效率：以產出為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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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harnes, Cooper and Rhodes 的 CCR 模式 

 Charnes, Cooper and Rhodes(1978)將 Farrell「單一投入/單一產出」衡量

技術效率的方法推展至「多種投入/多種產出」才正式定名為資料包絡分析

法(DEA)。由於在多元投入及產出的情況下，各決策單位的效率無法再用

效率前緣線的圖形表示之，因此，Charnes, Cooper and Rhodes 所提出的 CCR
模式，假設在固定規模報酬(Constant Return to Scale, CRS)下，利用線性規

劃的方式，將一個決策單位之所有產出項加權總和，除以所有投入項的加

權總和，求得最大比值作為效率分數(效率值)，來解決相對效率的問題。

以下就以投入為導向的衡量方式與以產出為導向的衡量方式分別介紹，此

外，由於本研究將差額(slack)一併計算，亦將另外說明差額的意涵： 
 
(一)以投入為導向的衡量方式  
 CCR 假設有 n(j=1,…,n)個受評單位，各 DMU 皆使用 m 種不同的投入

( )miX ij ,...,1= ，生產 s 種不同的產出 ( )srYrj ,...,1= 。資料包絡法假設每個

決策單位至少應有一項正的投入及一項正的產出，則任一 0DMU 的效率值

可由下列模式求得： 
 

 Max  
∑

∑

=

== m

i
ii

s

r
rr

XV

YU
h

1
0

1
0

0                              (公式 5) 

 

 s.t.   1

1

1
0 ≤=

∑

∑

=

=
m

i
iji

s

r
rjr

XV

YU
h  

         sr ,...,1= ， mi ,...,1= ， nj ,...,1=  

         0, ≥ir VU ， 0>ε  

 
 其中： 

 0h ： 0DMU 的效率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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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 ：第 r 項產出的權數，為決策變數； 

 iV ：第 i 項投入的權數，為決策變數； 

j ：指 DMU， nj ,...,1= ； 
r ：指產出， sr ,...,1= ； 
i ：指投入， mi ,...,1= ； 

rjY ：第 j 個 DMU 之第 r 個產出值(為已知)； 

ijX ：第 j 個 DMU 之第 i 個投入值(為已知)； 

ε ：為極微正數。 
 
由上公式 5 中可知資料包絡法式求產出與投入的比值，藉由已知的投

入與產出項，在各資料包絡法所形成的解集合中，找出對各決策單位最適

的權值 rU 、 iV ，使其相對效率 0h 達到最大。由於資料包絡法的求算過程

是每次將一個 DMU 的投入與產出作為目標函數，以所有 DMU 的投入與

產出為限制條件共執行 n 次，每次找出各 DMU 最適的權數，因此，將得

到 n 組 ),( ir VU 權數解，以求得在限制下(效率值不得大於 1)n 個 DMU 個別

的效率值 jh 。由於每各被評估的 DMU 均有機會成為目標函數，且所對應

的限制條件完全相同，因此，DEA 方法所求出的各 DMU 之效率值是有比

較基礎的。 
其次，由於分數型態的線性規劃求解不易，且會產生無限多解的問題，

因此 Charnes, Cooper and Rhodes 將分數規劃形式轉換為線性規劃形式，為

避免多重解的問題，並增加一條限制式∑
=

=
m

i
ii Xv

1
0 1，其結果如下： 

 

Max  ∑
=

=
s

r
rrYuh

1
00                               (公式 6) 

 

s.t.   ∑
=

=
m

j
rr Xv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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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s

r

m

i
ijirjr XvYu

1 1

0  

         sr ,...,1= ， mi ,...,1= ， nj ,...,1=  

         0, ≥ir vu ， 0>ε  

 
其中： 

ir vu , 為虛擬乘數，表增加一單位產出或減少一單位投入對相對效率的

貢獻；作為目標函數的權數，由數學規劃產生，無需由人為主觀決定。

所以虛擬產出為 0rrYu ，而虛擬投入為 0ii Xv 。所有虛擬產出總和即為此

DMU 的效率值，虛擬產出值越高，表此項產出有特別表現。 
 
因公式 6 之限制式較多，因此可將其轉會成對偶題，可以更快求解，

公式如下： 
 

Min  ⎟
⎠

⎞
⎜
⎝

⎛
+−= ∑ ∑

= =

+−
m

i

s

r
ri SSh

1 1
0000 εθ                    (公式 7) 

 

s.t.  ∑
=

+ =−
n

j
rrjrj YSY

1
00λ  

∑
=

− =+−
n

j
iijij SXX

1
000 0θλ  

sr ,...,1= ， mi ,...,1= ， nj ,...,1=  

        0,, 00 ≥−+
irj SSλ   

 
其中： 

0θ ：DMU 所有投入量等比例減少的額度，使之能達到包絡前緣線的

效率； −+
00 , ir SS ：所有投入、產出構面的最大差額(slack)，亦即原題 ir vu ,

的差額變數；λ： 0DMU 的參考集合，即 1×N 的常數向量，可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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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nλ

λ
λ Μ

1

                                    (公式 8) 

 
雖然公式 6 與公式 7 之最佳解相等，但公式 7 的限制式只有 1×N 個，

比公式 6 容易求解，此外，由公式 7 可知投入、產出還有多少的改善空間。

若一 DMU 達 pareto optimality，則 1*
0 =h ，且 0*

0
*
0 == −+

ir SS 、 1*
0 =θ 。反之，

若 一 DMU 未 達 pareto optimality ， 則 隱 含 若 以 *
00

*
0

*
0

−−= iii SXX θ ，

mi ,...,1= ； *
00

*
0

++= rrr SYY ， sr ,...,1= 的投入產出組合，則其相對效率值即

可達到 1。為釐清差額變數的意涵，以下圖 2-2-3 表示， 'A 雖位於等產量

曲線 'SS (isoquant)上，但並不是一個有效率的點，因為可將成本降 'CA 的 2X

距離，而產量不變，這就是所謂的投入差額(input slack)，反之也會有產出

的差額，因此，於求最適解時需一併考量。然而，需特別一提此處所稱之

差額與本研究所進行之差額變數分析(slack variable analysis)在定義上有所

不同，將於後段文中說明。 
 

 
 

圖 2-2-3：效率評估時的投入差額 

YX /1

YX /2  

O 

A 

Z 

D 
B’ 

C 

S’ 

S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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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 2 

 42

 
(二)以產出為導向的衡量方式 
 依照上段原理推導，以產出為導向，其原題及偶題如下： 
 
 原題： 
  

 Min  ∑
=

=
m

i
ii Xvh

1
00                                (公式 9) 

  

 s.t.  ∑
=

=
s

r
rrYu

1
0 1 

  ∑ ∑
= =

≤−
s

r

m

i
ijirjr XvYu

1 1
0  

sr ,...,1= ， mi ,...,1= ， nj ,...,1=  

        ε≥ir vu ,  

 
 偶題： 
  

 Max  ⎟
⎠

⎞
⎜
⎝

⎛
++= ∑ ∑

= =

−+
s

r

m

i
ir SSh

1 1
0000 εβ                   (公式 10) 

 

 s.t.  0000
1

=−− +

=
∑ rr

n

j
jrj SYY βλ  

  ∑
=

− =+
n

j
iijij XSX

1
00λ  

sr ,...,1= ， mi ,...,1= ， nj ,...,1=  

0,, 00 ≥−+
irj SSλ  

三、Banker, Charnes and Cooper 的 BCC 模式 

 Banker, Charnes and Cooper 在 1989 年對於 CCR 模式加以修正，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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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規模報酬(Constant Return to Scale, CRS)的假設，考慮變動規模報酬

(Variable Return to Scale, VRS)的情況，因技術無效率可能來自於規模報酬

尚未達到效率，因此 BCC 模式即是將技術效率(technical efficiency, TE)分
成純技術效率(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PTE)與規模效率(scale efficiency, 
SE)。所謂規模效率是指當生產技術可變動的情況下，DMU 是否處於最適

生產規模，使得所需的平均投入量最低。若以相同資料來看，用固定規模

報酬(Constant Return to Scale, CRS)與變動規模報酬(Variable Return to 
Scale, VRS)所得到的技術效率值不同時，則此差異即是規模無效率所產

生。其推導公式如下： 
 
 原題： 

 

 Max  ∑
=

−=
s

r
rr UYuh

1
000                           (公式 11) 

 

 s.t.  ∑
=

=
m

i
ii Xv

1
0 1 

  ∑ ∑
= =

≤−−
s

r

m

i
ijirjr UXvYu

1 1
0 0  

  sr ,...,1= ， mi ,...,1= ， nj ,...,1=  

  0, ≥ir vu ， 0≥ε ， 0U 無符號限制。 

 
 偶題： 
  

 Min  ⎟
⎠

⎞
⎜
⎝

⎛
+−= ∑ ∑

= =

−+
s

r

m

i
ir SSh

1 1
0000 εθ                   (公式 12) 

  

 s.t.  00
1

rr

n

j
jrj YSY =− +

=
∑ λ  

∑
=

− =+−
m

i
iijij SXX

1
000 0θλ ， nj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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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

j
j

1
1λ  

sr ,...,1= ， mi ,...,1= ， 0,, 00 ≥−+
irj SSλ  

  

其中：多加的限制式∑
=

=
n

j
j

1
1λ 為規模報酬的指標，若∑

=

>
n

j
j

1
1λ ，則表

示該單位正處於規模報酬遞減階段；∑
=

<
n

j
j

1
1λ ，則表示該單位正處於

規模報酬遞增階段；∑
=

=
n

j
j

1
1λ ，則表示該單位正處於最適生產規模階

段。 

  
以下玆介紹投入導向的衡量方式與產出導向的衡量方式所計算之純技

術效率、整體技術效率及規模效率，搭配下圖 2-2-4 說明其內涵： 
 
(一)純技術效率(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PTE) 

 以投入導向的衡量方式而言，A 點生產 AY 之產量必須投入 AX 的投入

量，而 B 點生產同樣的產量 AY ，卻僅需投入 BX 的投入量，由此可知，B

點比 A 點較有效率，其純技術效率值可定義為： AB XX / ；反之，以產出

導向的衡量方式而言，A 投入 AX 的投入量生產 AY ，而 C 點以相同的投入

量 AX ，卻能生產 CY ，因此，其 A 點產出面的純技術效率值可定義為：

CA YY / 。 

 
(二)整體技術效率(technical efficiency, TE) 
 A 點(Variable Return to Scale, VRS)的整體技術效率衡量可與 N 點和 F
點(Constant Return to Scale, CRS)做比較。以投入為導向的衡量方式而言，

若固定 AY 之產出量，則 A 點要同時達到技術效率及規模效率只需投入 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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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TERATURE REVIEW- 

 45

之投入量，所以定義 A 點的整體技術效率值為 AN XX / ；反之，以產出為

導向的衡量方式而言，相同的投入 AX 下，A 點只產生了 AY ，所以定義 A

點的整體技術效率值為 FA YY / 。 

 
(三)規模效率(scale efficiency, SE) 
 由於整體技術效率=純技術效率×規模效率，所以求得 A 點的規模效率

值 在 投 入 導 向 為 ： BN XX / ( 規 模 效 率 )= AN XX / ( 整 體 技 術 效

率 ) × BA XX / (純技術效率倒數 ) ； 在 產 出 導 向 為 ： FC YY / (規模效

率)= FA YY / (整體技術效率)× AC YY / (純技術效率倒數)。由圖 2-2-4 所示，

此即是 CCR 模式(Constant Return to Scale, CRS，直線部分)下所衡量的效

率值除以 BCC 模式(Variable Return to Scale, VRS，曲線部分)下所衡量的效

率值。 
 綜上，整體技術效率、純技術效率與規模效率可藉假設模式表示如下： 

 1.整體技術效率： AN XX / (CCR 模式)； 

 2.純技術效率： AB XX / (BCC 模式)； 

 3.規模效率： BN XX / (CCR 模式/BCC 模式)。 

 只有在規模效率值等於 1 時，CCR 模式與 BCC 模式之各項效率值才

會相等，如圖 2-2-4 中 E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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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整體技術效率、純技術效率及規模效率 
 

參、資料包絡法之實施流程 
Golany & Roll(1989)將資料包絡法之實施過程主要分為三個階段：(1)

選擇 DMUs(selection of DMUs)；(2)選擇投入與產出的變項(selection of 
factors)；(3)呈現並分析結果(presentation and analysis of results)。每一個階

段皆包含了數個步驟，玆將資料包絡法的實施流程圖呈現於下圖 2-2-5。以

下玆就每一階段之細節分別討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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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資料包絡法實施流程圖 
資料來源：An application procedure for DEA, by B. Golany & Y. Roll, 1989, 

OMEGA, 17(3), pp.240 
 

一、選擇供分析之 DMUs 

 DMU 為資料包絡法用來評估與比較的決策單位，在選取 DMU 時，必

須以在相同的市場條件，以及具有同質性(homogenous)的 DMU 作為選取

定義 DMUs 所屬母群 

設定分析標的 

選擇比較的 DMUs 

呈現初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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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檢測因素：相關 

第三階段檢測因素：預試 

產生研究結論

與特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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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度 

定義生產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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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以避免因受評單位的立足點條件不同，使得評估結果不具意義。

Golany & Roll(1989)提出具同質性的 DMUs 應該符合以下三個條件： 
1.DMU 須在執行相同的任務，並具有相近的目標； 
2.所有 DMU 必須在相同的市場情境下執行任務(這對於分析學校、軍

 隊、醫院以及法院等非營利組織特別重要)； 
3.用以呈現比較各個 DMU 表現績效的投入與產出指標皆須一致，但其

強度或幅度可不同。 
  

接著要考慮選取 DMU 的另一項課題係應收集多少個 DMU 資料，才

足供分析。收集越多的樣本數，越能界定投入與產出間的關係，越有可能

找尋到高表現績效的決策單位，以建立包絡線之前緣邊界，並且能併入更

多的因素進行分析。但相對的，DMU 的單位越多，也越容易增加影響評

估結果的外在因素，降低 DMU 的同質性，所以 DMU 選取的數量會影響

分析結果。根據經驗法則，受評單位的個數至少是投入與產出項目數總合

的兩倍(Ali et al., 1988；Bowlin, 1987)；而 Banker et al.(1989)則建議最好在

三倍以上。 
 DMU 選取另外受到兩種邊界的影響，其一包含組織或地區性的個別單

位，其二則是與衡量 DMU 的時間點有關。考量時間點的資料性質是饒富

意義的方式，伴隨著季節性的循環，和預算或是審計制度，考量長時距，

意涵著研究者假定長時間隱藏著重要的改變，而只針對其中一段短時間，

無法對 DMU 的表現獲得完整的圖像。最後一個要考慮選取 DMU 的課題

是對於極端值(outliers)的處理，例如嚴重偏離一般情形的決策單位，而此

方面需要謹慎的判斷，必要時，甚至需要藉助具實務經驗的經理人給予協

助。 
 

二、選擇投入與產出的變項 

 組織活動係將投入之各項資源轉換成產出，投入係對產出具有貢獻的

各種資源，而產出係達成組織目標之具體化的衡量項目，因而只要確立組

織目標即能建構評估指標。資料包絡法的投入與產出項的選取係依據所設

定之目標分析而來，因此，必須先確立組織的目標，建構評估標準，進而

選取適當的投入與產出項(劉明超，1999)。 
 初步選取投入與產出項時，只要是會影響 DMU 表現者均應儘可能的

納入。這些備選的指標有些是屬於可控制，有些是來自於不可控制的外在

環境；有些是量化(例如容易取得的數值資料)、有些則在本質上是屬於質

化的，難以用數字表示。然而這些指標可能屬於投入項、有些屬於產出項，

端賴於指標在生產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指標的最終的選取係經由所蒐集

之資料，作進一步的確認。確認的步驟透過下列三種方式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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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驗判斷(judgemental screening)：經驗判斷係經由決策專家進行嚴格

的審視，以期將初步所蒐集到的資料進行篩選，其標準包括：(1)此因

素是否對所設定的目標有貢獻或有關；(2)此因素是否傳達了其他因素

所無法取代的訊息；(3)此因素是否包含技術效率干擾的成份；(4)此因

素的資料是否容易取得，是否可靠。 
2.非 DEA 的量化分析(non-dea quantitative methods)：統計上可用以檢

驗投入與產出項之相關程度之方法皆可用以篩選指標，包括：(1)相關

係數；(2)因素分析；(3)迴歸分析；(4)集群分析等。檢定是否符合「同

向性」(isotonicity)之關係，亦即投入數量增加時，產出數量亦會增加。 
3.DEA 基礎分析(dea-based analysis)：在 DEA 模式家族中，最早由

Charnes, Cooper & Rhodes 等人所提出的 CCR 模式，最能顯示 DMU 的

差異性。因此，一般都選擇以 CCR 模式進行預試(trial run)，以求得這

些因素的辨別力(discriminating power)，若某一因素在所有的 DMU 所

呈現之加權數(weight)都非常小時，表示該因素對整體技術效率之貢獻

甚小，則必須考慮加以剔除。 
 

三、呈現並分析結果 

 應用 DEA 時，分析模式的選取需依研究的分析目的、需求、投入與產

出項的屬性等而予以判斷。換言之，並非每一種模式都能適用於任何狀

況，必須視研究者所面臨的資料特性，與 DMU 所在的實際環境而定。一

般而言，最常使用的為 CCR 模式以及 BCC 模式。如前一節所述，CCR 模

式的先決假設為固定規模報酬(constant return to scale, CRS)，其所求出之效

率值代表整體技術效率，而 BCC 模式則為變動規模報酬(variable return to 
scale, VRS)，其所求出之效率值代表純技術效率；由於兩者效率值的比值

可得規模效率。一般而言，為了兼顧受評單位的技術效率與規模效率，通

常都將兩種模式合併使用。 
 就 DEA 之分析一般可由效率分析(efficiency analysis)、參考集合分析

(reference set analysis)、差額變數分析(slack variable analysis)與因素權重

(factors’ weights)等方法，對受評的決策單位進行分析結果的呈現，玆就前

三項之內容分述如下： 
1.效率分析(efficiency analysis)：評估各 DMU 的整體技術效率、技術

效率與規模效率等三種效率值，藉以判斷受測單位是否具有效率，並

探求相對無效率之 DMU，其無效率的原因是來自於技術效率或規模效

率。 
2.參考集合分析(reference set analysis)：DEA 的分析方法是藉由相對有

效率的單位而建構出效率前緣，而相對無效率的單位則根據此效率前

緣計算其相對效率值，因此，這些無效率單位必然有其相對的參照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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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也就是說，有效率的單位都有機會成為無效率學校參考的對象。

而被參考的次數越多，即代表該 DMU 越是真正具有效率。對於無效

率之 0DMU 而言，可經由與有效率之參考集合做比較，得知其為何被

評估為無效率的原因。無效率 0DMU 參考集合 0E 界定如下(孫遜，

2004)： 
 

} { }( ){ njjE j ,...,10*
0 ∈>= λ                         (公式 13) 

 
 其最佳解可以下面等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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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 14 與式 15 可被解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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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觀察產出量組合產出短缺觀察產出量 =+≤0y  

3.差額變數分析(slack variable analysis)：當 DMU 評估結果為無效率

時，DEA 利用將各個相對有效率單位的邊界，連接起來形成一個效率

邊界的方式，並以此邊界作為效率衡量的基礎，經由對各產出及投入

項作差額變數分析，可提供各決策單位在目前經營情況下，有關資源

使用情形的資訊，不但可作為目標設定的基準，亦可了解各組織在目

前經營情況下資源使用狀態及可改善的方向與幅度。對一無效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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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DMU ，其投入產出為 ( )00 , yx 。要改善其效率，在投入項需減少 *θ 之

比值與過多的 *−s ；在產出項需增加短缺的 *+s 。淨投入改善 0xΔ 與淨

產出改善 0yΔ 可由下面兩個計算式求得： 

 

( ) ( ) *
0

**
0

*
00 1 −− −−=−−=Δ sxsxxx θθ               (公式 18) 

 
*

0
+=Δ sy                                        (公式 19) 

 

因此，無效率 0DMU 之效率邊界投射(CCR projection)為： 

 

0
*

0
*

000 xsxxxx ≤−=Δ−= −θ)                      (公式 20) 

 

0
*

0000 ysyyyy ≥+=Δ+= +)                       (公式 21) 

 
圖 2-2-6 說明效率改善與差額變數關係，P1 點位於效率前緣線上，以

P2 為例，為改善其效率值，P2 點需移到效率前緣線上的 P2CCR 點，此時

P2CCR 點的效率值等於 1，成為相對有效率的單位。而投入量 1X 需減少

3.2，產出量不變(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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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DEA 等量曲線圖 
 

肆、Malmquist 生產力指數 
由於資料包絡法只能針對單一年度各個 D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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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 所延伸出之 Malmquist
生產力指數，評估各大學校院歷年的生產力變動情形。以下就 Malmquist
生產力指數的起源、定義公式以及研究應用情形分別介紹(見圖 2-2-7)。 

Malmquist 生產力指數領域的研究中可分為母數邊界法以及無母數邊

界法兩種。前者為 Aigner, and Chu(1968)應用線性規劃模型於南斯拉夫社

會部門的縱橫資料，以建構有母數之生產邊界，並衡量由 TECH-ch 成分與

EFF-ch 成分所構成的 TFP-ch；後者則是 Färe, Grosskopf, Norris, and 
Zhang(1994)採用 Caves, Christensen, and Diewert(1982)所定義之 Malmquist
生產力指數(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用以衡量總要素生產力變動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hange, TFP-ch)，並舉出如何應用距離函數來計算

TFP-ch 的主要兩個成分：TECH-ch、EFF-ch，目的在衡量技術水準變動，

屬無母數邊界法之一種。 
為分析各 DMU 於不同年度資料間之效率變遷，需藉助 Malmquist 生

產力指數來衡量其在 TFP-ch 變化之情形。研究 Malmquist 生產力指數前，

須先介紹 Shephard(1970)距離函數(distance function)，假設有 N 家 DMU 使

用 m 種投入來生產 s 種產出，t=1,2,…,t 表時間，投入向量 mtx +ℜ∈ ，產出

向量 sty +ℜ∈ ，根據其定義第 t 期之生產技術與產出距離函數(output 

P1(3,5) 

P2(5,3) P2CCR(1.8,3) 

INPUT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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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ance function)為： 
 

( ){ }ttttt YXYXGR 能產生:,= ；                   (公式 22) 

 

( ) ( ){ }tttttt GRYXYXD ∈= λλ /,:inf,0 ， Tt ,...,2,1=    (公式 23) 

 
根據前述 BCC 模型中的假設，定義 DMU 第 t 期的投入距離函數為

( )ttt YXD ,0 ，亦即投入距離函數係在衡量投入項固定為 tX 下，產出項 tY 與

最大可能產出的比值。再者，若 ( ) 1,0 ≤ttt YXD 且 ( ) ttt GRYX ∈, ，則產出距

離函數可完全描述生產技術之狀況。 
再 依 據 Caves, Christensen, and Diewert(1982) 所 提 出 之 投 入 面 的

Malmquist 生產力指數，其係兩資料點 t、t+1，相對於同樣技術下之距離比

率，其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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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此投入面的 Malmquist 生產力指數，即可處理多項投入與多項產

出的情形，進而衡量 DMU 於不同期間中之生產力的變動(高子荃、陳振遠

和周建新，2004)。 
為衡量 TECH-ch、EFF-ch 與 TFP-ch 之關係，本研究採用 Färe, Grosskopf, 

Lindgren, and Ross(1989)所定義的 Malmquist 生產力指數，其係 Caves, 
Christensen, and Diewert(1982)所提出的上述兩個 Malmquist 生產力指數

( ( )ttttt YXYXM ,,, 11
0

++ ， ( )111
0 ,,, +++ ttttt YXYXM )的幾何平均數。因此，Färe, 

Grosskopf, Lindgren, and Ross(1989)所定義的 Malmquist 生產力指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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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涉及兩個單期之距離函數 ( )ttt YXD ,0 和 ( )111
0 , +++ ttt YXD ，以及兩個混

合期之距離函數 ( )11
0 , ++ ttt YXD 和 ( )ttt YXD ,1

0
+ 。當 1>− chTFP 時，表示從 t

至 1+t 時表示生產力有改善， 1<− chTFP 表示生產力降低。 
再者，根據總要素生產力變動(TFP-ch)可分解為技術變動(TECH-ch)與

技術效率變動(EFF-ch)的乘積，其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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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26 中括號內之第一項比率，係為以第 t+1 期之投入產出所衡量的

TECH-ch；第二項比率，係為以第 t 期之投入產出所衡量的 TECH-ch。因

此，我們可定義 TECH-ch 為這兩項的幾何平均數。當 1>− chTECH ，代

表 技 術 變 動 成 長 ； 1<− chTECH 代 表 技 術 變 動 退 化 。 同 理 ， 當

1>− chEFF ，則代表技術效率變動提升；若 1<− chEFF ，則代表技術效

率變動退化。 
Malmquist 生產力指數雖是以相對於固定報酬模式(constant return to 

scale, 簡稱 CRS)之狀況來衡量。然而，公式 27 卻可以進一步分解以了解

變動規模報酬(variable return to scale, 簡稱 VRS)對效率的影響。具體而

言，EFF-ch 可分解為純粹技術效率變動(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 
PE-ch)和規模效率變動(scale efficiency change, SE-ch)兩項乘積： 

 
chSEchPEchEFF −×−=−                             (公式 28) 

 

其中：
( )
( )ttt

ttt

YXD
YXDchPE

,
,

0

111
0

+++

=−                         (公式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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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VRSYXDCRSYXD

VRSYXDCRSYXDchSE tttttt

tttttt

/,//,
/,//,

00

111
0

111
0

++++++

=−   (公式 30) 

 
SE-ch 為變動規模報酬(VRS)與固定規模報酬(CRS)之差異所形成，公

式 29 為變動規模報酬(VRS)下兩期效率之比，若 1>− chPE ，則表示純粹

技術效率變動提升，反之則為惡化。同理，公式 30 中 1>− chSE ，表示第

t+1 期相對於第 t 期而言，越來越接近固定規模報酬，逐漸向長期之最適規

模趨近；反之，若 1<− chSE ，表示第 t+1 期相對於第 t 期而言，越來越

偏離固定規模報酬。 
 

 
圖 2-2-7：Malmquist 生產力指數 
 

綜上，由於 DEA 於衡量經營效率係針對決策單位(DMU)，與其他相類

似的 DMU 於單一年度中之相對效率作分析，倘若將縱貫性資料(panel data)
之因素加入，對於年度間變動之差異則無法提供分析；然而，以距離函數

(distance function)並配合 Maluquist 生產力指數，則可對縱貫性資料的生產

力變動進行分析，並以此分析結果作為改善學校經營的指標，使其達到生

產力成長的目的。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之一，即是分析我國大學校院的發展

趨勢，因此乃針對 90 年至 93 年之資料，衡量 90-91 年度、91-92 年度、92-93
年度三個年段我國大學校院之總要素生產力變動(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hange, TFP-ch)、技術效率變動(technological change, TECH-ch)、綜合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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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率變動 (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 EFF-ch)、純技術效率變動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 PE-ch)以及規模效率變動(scale efficiency change, 
SE-ch)等生產力指標。 
  

伍、運算軟體介紹 
在實務分析上，現已有 5 種市售資料包絡法的軟體可供選擇，包括：

(1)Banxia Frontier Analyst ； (2)DEA-Solver ； (3)IDEAS ； (4)OnFront ；

(5)Warwick-DEA，上述軟體均可於個人電腦中使用，就國內研究者使用頻

率來看，以 DEA-Solver 最受青睞，另 Banxia Frontier Analyst 因其能提供

多面向的圖表，有利於說明分析結果，且操作介面相當友善，使用者也逐

漸增多。在各個軟體的優劣上，孫遜(2004)曾就資料管理、模式選擇、解

答分析、報告產生以及高品質視覺顯示此 5 項作為評選準則，以 Satty(1980)
之分析層級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簡稱 AHP)作為分析工具，結果

如表 2-2-2 所示： 
 
表 2-2-2：資料包絡法運算軟體功能比較表 

主要準則/權數 Frontier 
Analyst 

DEA- 
Solver 

IDEAS OnFront 
Warwick-

DEA 
資料管理/.037 .588 .158 .036 .150 .067 
模式選擇/.523 .052 .639 .100 .033 .174 
視覺功能/.130 .552 .062 .035 .122 .228 
解答分析/.249 .052 .605 .111 .030 .200 
報告產生/.060 .517 .252 .038 .079 .115 
綜合優先值 .166 .514 .088 .051 .180 

資料來源：資料包絡分析法：理論與應用(頁 88)，孫遜，2004，台北：揚

智 
 
 由各軟體綜合優先值的大小，可發現 DEA-Solver 表現最佳，其次為

Warwick-DEA，第三為 Banxia Frontier Analyst。孫遜(2004)為求了解改變

各評選準則的權重對軟體綜合優先順序造成何種影響，遂以敏感度分析接

續分析，結果指出沒有任何一種軟體佔有絕對的優勢，但仍能確認 Banxia 
Frontier Analyst 與 DEA-Solver 綜合表現較佳，亦即在各評選準則權重變動

調整下，此兩種軟體皆依然能保持其高度評價。而 DEA-Solver 在模式選

擇與解答分析；Banxia Frontier Analyst 在資料管理、視覺功能與報告產生

上有特別優異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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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理論上之批判與修正 
 由於資料包絡法的使用越趨廣泛，如同其他統計方法一般，面臨在方

法論上的批判與修正，其中主要的批判有二：首先，傳統的資料包絡法並

未能考慮投入項變數或產出項變數的權重，亦即未經各個變數的重要性與

以考量，在經濟學上或管理意義上將無法做適當且合理的解釋，針對此項

缺失 Thompson et al.(1986)提出確定區域模式(assurance region, 簡稱 AR)作
為修正。在實證研究中變數加權與未加權之效果，Athanassopoulos et 
al.(1997)以英國 45 所大學作為研究對象，檢證兩種模式的差別，即指出在

未加權模式中投入項變數與產出項變數之間的關係缺乏合理的連結(某一

投入項變數資源投入多，但對應的產出項變數卻產出少)，因此認為考量變

數指標的權重有其必要性。第二，傳統的資料包絡法是屬於確定性邊界，

其假設各決策單位均面臨相同的生產邊界，來衡量各決策單位的經營績

效；然而，在實際的生產過程中，決策單位可能會遭到一些不可控制的外

在環境困素干擾，這些不可控制的外在環境則會產生不同的生產邊界，亦

會造成衡量誤差、遺漏變數等缺失，若將這些外在環境因素全歸因於技術

無效率的做法有所不妥，為了彌補上述的缺點，Fried、Lovell、Schmidt and 
Yaisawarng(2002)提出三階段 DEA 模式，來屏除環境變數及統計干擾項對

於經營效率之影響，以下玆就此兩項批判分別介紹如下： 
 

一、確定區域模式 

Thompson et al.(1986)提出確定區域模式(assurance region, 簡稱 AR)的
概念，即將各投入項與產出項目增加上限與下限，以求出更接近真實的效

率值，其數學模式如下(轉引自林義雄和孫遜，2001)： 
 

 U
ili

L
i vv αα ≤≤ /           mi ,...,1=  

U
rlr

L
r uu ββ ≤≤ /             sr ,...,1=                        (公式 31) 

 

 公式 31 中
L
iα 及

U
iα 表示二投入項重要權數比 )/( li vv 之下限與上限， L

rβ

及 U
rβ 表示二產出項重要權數比 )/( lr uu 之下限與上限。 iv 和 ru 分別表示第 i

個投入項與第 r 個產出項的重要性權數。加入了實際投入與產出的重要性

考量，此法通常係根據專家的意見，對投入項、產出項之權數( ru 、 iv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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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上限與下限，將先驗資訊納入資料包絡法的計算過程，使資料包絡法

之評估結果更接近於現實。Athanassopoulos et al.(1997)指出實際應用加權

的方法有兩種： 
 1.定某單一投入項為基準，主觀認定出其他投入項對該基準項之相對

重要程度比率，以為權數限制之範圍；產出項亦同。 
 2.固定某單一投入項或產出項為基準，主觀認定出其他所有投入產出

項對該基準項之相對重要程度比率，以為權數限制之範圍。此法可連結投

入產出項間的重要關係。 
 為考量實際投入與產出的重要性比例，Thompson et al.(1986)提出 AR
模式，即將各項投入與產出項目增加上限與下限的比例值，以求出更接近

真實的效率值，以 CCR 模式加入 AR 模式的線性規劃式如下： 
 

 Max  0uy                                       (公式 32) 

    s.t.   10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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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v 代表投入項權數所構成的向量；u 代表產出項權數所構成的向

量； 0x 為目標 DMU 之投入項所構成的向量； 0y 為目標 DMU 之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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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所構成的向量；X 為所有 DMUs 投入項所構成的矩陣；P 是所有

DMUs 投入項重要性權數所構成的矩陣；Y 為所有 DMUs 產出項構成

的矩陣；Q 是所有 DMUs 產出項重要性權數所構成的矩陣。 

 

二、三階段資料包絡法模式(three-stage DEA model) 

 Fried, Lovell, Schmidt and Yaisawaring(2002)在無母數衡量方法上提出

修正資料包絡法分析程序，在無須了解外生變數(環境變數或干擾變數)為
投入或產出項下，可以排除外生變數與統計干擾項對技術效率的影響，共

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是使用原始投入、產出項，以傳統的資料包絡法模

型求算各個決策單位之技術效率值，並可得各個決策單位之射線差額與非

射線差額變數。由於差額的產生會受到環境因素、管理無效率及統計干擾

項三方面所影響，進而影響各個決策單位之真實效率值的評估。因此，第

二階段主要在分離出三方面(環境因素、管理無效率、統計干擾項)的影響

效果，再以環境變數和統計干擾項來調整原始的投入項。假設有 N 個投

入，I 個學校，依變數為總合投入差額 niS ，自變數則為環境變數�，若以隨

機邊界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SFA)來估計 N 個投入差額，模型設

定如下： 
 

 ( ) nini
n

i
n

ni uvZfS ++= β;         Nn ,...,1= ； Ii ,...,1=   (公式 33) 

 

 公式33中， ( )n
i

n Zf β; 為確定性可能差額邊界(deterministic feasible slack 

frontiers)， nβ 為對應之係數， nini uv + 為誤差項。在進行實證分析時，需考

量與式有相同形式的隨機成本邊界作為分析基礎，故假設 ( )2,0~ unni Nv σ 代表

統計干擾項， 0≥niv 代表管理無效率，其中 ( )2,~ un
n

ni uNv σ+ 。由式可知，可

以藉由 ( )n
i

n Zf β; 來捕捉環境變數對總合差額變數之衝擊，若存有干擾項

時，則 ( ) ni
n

i
n vZf +β; 為隨機可能差額邊界(Stochastic feasible slack frontiers; 

SFSF)之形式。當 0≥niv 時，SFSF 則代表在變數 ( )nii vZ , 及參數�之環境干擾

特性下，所得之最小差額(minimum slack)，所以，當差額大於 SFSF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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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傾向於管理無效率。 
 若要排除外在環境、統計干擾項對技術效率的影響時，在投入導向模

型之調整方式，可依照下式做投入項之調整： 
 

 [ ]( ) [ ]( )ninii
n

i
n

iini
A
ni vvzzxx ˆˆmaxˆˆmax −+−+= ββ ， Nn ,...,1=  Ii ,...,1=  

                                                  (公式 34) 
  

公式 34 中， A
nix 為調整後之投入量， xix 為調整前之投入量，前項比後

項多了環境因素及統計干擾項。在投入導向之調整過程中，若以外在環境

最差之決策單位為標準，其他所有決策單位在投入上均須依次往上調整，

此種調整方式提供決策單位，在相同的外在環境之影響下，一個可達成的

執行目標，並可使決策單位無法以外在環境作為無法達到目標的藉口，亦

可避免投入會有負值的情況發生。 
 在公式 34 的調整中，第一個的調整項，可使所有的決策單位處於一般

性的操作環境中；第二個的調整項，可使決策單位處於不受統計干擾項影

響的情境中。所以，當生產者處於環境較差時，可往上調整投入項的幅度

則較小，當生產者處於環境較佳時，往上調整投入項的幅度則較大。 
 最後公式 35 利用 Jondrow et al.(1982)的方法，將統計干擾項從管理無

效率中分離，以得到每個決策單位的技術無效率 niu 。 

 

 
[ ] [ ]ninini

n
inininini uvvEZSuvuE +−−=+ β̂

， Nn ,...,1=  Ii ,...,1=  

                                                  (公式 35) 
  

第三階段再將調整後的投入資料，以資料包絡法重新計算其效率。因

此，在此階段所得之效率值，才係真正反映出決策單位的經營效率(轉引自

洪鉦皓，2004)。 

綜上所述，第一項的批判著眼於變數指標相對權重的合理性，第二項

則考慮環境的干擾變數。兩者皆有助於彌補傳統資料包絡法的方法論缺

失，國內亦有學者予以採納並進行實證研究，前者如林義雄和孫遜(2001)
運用 Satty(1980)提出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蒐集國防大學、台灣

師範大學、大葉大學與真理大學教育管理者共 8 名之意見，決定投入項與

產出項權數上下限；後者則有郭振雄、郭俊韶和何怡澄(2006)和洪鉦皓

(2004)用以調整特定學門對大學經營效率之影響。本研究囿於研究者本身

對於三階段資料包絡法的操作掌握有限，爰暫不予使用。而本研究目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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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即是建立研究與教學的指標系統，而指標權重是其中重要一環，故選擇

Athanassopoulos et al.(1997)所提出「以某單一投入項為基準，主觀認定出

其他投入項對該基準項之相對重要程度比率，以為權數限制之範圍；產出

項亦同」的加權方法作為基礎，搭配層級分析法凝聚專家共識，以估算指

標的上限與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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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料包絡法之相關研究 
 為瞭解我國學術研究中已有哪些應用資料包絡法評估教育機構之表現

績效的研究成果，同時針對前人的研究主題與方法進行全貌性的文獻評

閱，俾利擷取研究先鋒們之寶貴經驗，本研究以國家圖書館所提供之全國

博碩士論文索引系統、中西文期刊索引系統以及國家實驗研究院之全國文

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以資料包絡法(資料包絡分析法)作為關鍵字，交

叉比對後共得檢索 888 篇，並篩選其中以教育機構作為研究範圍(包含國民

中學、高級中等學校以及大學校院)計有 29 篇，其中大學校院佔 16 篇。以

下僅就其中選擇較具代表性者(參考引用次數)逐篇探討，並將結果彙整於

表 2-3-1： 
 

一、我國綜合大學效率差異之衡量：資料包絡法的應用 

 賴仁基(1997)的「我國綜合大學效率差異之衡量：資料包絡法的應用」

係以 83 學年度 22 所公私立綜合大學(公立 14 所、私立 8 所)為研究對象。

衡鑑指標及資料來源取自教育部統計處「83 學年度中華民國大專院校概況

統計」以及「行政院國家科技委員會科學技術資料中心」網頁資料。分析

時兼採用 CCR 模式(固定規模報酬)以及 BCC 模式(變動規模報酬)。將產出

指標區分為「研究與教學」、「教學」以及「研究」三種，分別求取各校之

效率值，並以 Wilcoxon Score、Median Score、Van der Waerden Scores 以及

Savage Scores 四種無母數檢定，檢定各校效率值在公私立、地區性作為背

景變項上是否達顯著差異。結果顯示公立大學比私立大學在研究上有較佳

的效率，而教學上則是私立大學優於公立大學；而在地區性(北區、中區、

南區)則無顯著差異。 

 其主要貢獻在於將產出性指標區分為「研究與教學」、「教學」以及「研

究」三種，並分別衡鑑其效率值，此乃相當細膩且能貼近大學分工功能的

做法。然而，其缺失在於分組的理論基礎略為薄弱，如研究中並未交代為

何以地區性作為分組之學理依據，此外，僅以一個指標代表該面向之表

現，似乎有些不足(如研究：國科會通過申請研究計畫件數；教學：在校學

生數)。 

有鑒於該論文之研究對象與本研究同為教育機構，因此為期找到符合

本研究所需之衡鑑指標，研究者爰將其所納入分析之各指標及操作型定義

節錄如下： 
 
(一)投入指標：校地面積、校舍面積、師資(包括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

講師以及助教)、職工(職員、警衛以及工友)、班級數(包括大學部、碩博士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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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出指標：國科會通過申請研究計畫件數、在校學生數(包括日夜間部

之大學部、碩士班以及博士班學生)。  
 

二、高等教育單位之生產力評估與資源分配整合模式研究 

 顧志遠(1999)的「高等教育單位之生產力評估與資源分配整合模式研

究」係以 1990 年某新設大學為對象，為其建立一套完善的系所績效考核

制度，而其校內各系所即作為決策單位(DMU)。為建構 DEA 所需要的衡

鑑指標，首先蒐集國外大學績效評估之項目與程序，利用 Delphi 法向全部

教師徵詢意見，經座談會修正後執行。其以各系所之年度預算作為投入指

標，產出指標則分為三大類：教學、研究及服務。分析時係採用 Charnes, 
Cooper & Rhode 所發展之 CCR 模式以及研究者調整基礎模式所建立之修

正模式(設定投入資源減少量的上限或產出量增加的上限，並且能將應減

少而未減少的投入資源部分，轉嫁到其他投入項的減少或產出項的增加)

進行。 
其主要貢獻在於提供學校決策者一套可在不同年度預算刪減條件下

(投入指標)，或在不減年度預算前提下，求得各系所年度應努力之目標(產

出指標)，此貢獻來自於研究者自身所提出之修正模式。此外，其由指標

建構乃至於分析皆實際源於某一高等教育機構，適用於校內自我診斷效率

表現。然而，其主要不足之處在於指標內容稍嫌薄弱，如投入指標僅有年

度預算一項，其他如教師結構、圖書收藏量等皆是校內極易取得之資訊，

但均未納入。 

在對於國內資料包絡法研究領域的影響上，可謂開啟以個別學校為研

究範圍的模式，後續延續此一主題之研究者有汪漢英(2005)以中部某大學

為例，對該校各學院學系之績效進行評估；張靖(2001)以中華大學為例對 4
個學院，17 個學系進行績效評估；梅興邦(2001)以國防大學管理學院為例，

均係以校內所能取得之資料，進行校內各系所效率之衡量。 
有鑒於該論文之研究對象為與本研究同為教育機構，因此為期找到符

合本研究所需之衡鑑指標，研究者爰將其所納入分析之各指標及操作型定

義節錄如下： 
 
(一)投入指標：各系所年度獲得之單位預算。 

(二)產出指標：教學內容(學生評鑑教師教學問卷之得分)；教學方法(學生

評鑑教師教學問卷之得分)；教學態度(學生評鑑教師教學問卷之得分)；教

學負荷(每學期任課學分數)；計畫(學術計畫以及實務計畫所獲得研究經費

補助)；論文(發表於 A 級期刊、B 級期刊及會議論文的篇數)；得獎(國際

性獎助及地方性獎助經費)；系所級服務(擔任委員會委員、主管及導師之

次數)；學校級服務(擔任委員會委員及主管之次數)；社區級服務(社區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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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社區課程)。 
  

三、教育部補助與公、私立大學辦學績效之評估 

 李宜芳(1999)的「教育部補助與公、私立大學辦學績效之評估」係以

88 學年度 39 所公私立綜合大學(公立 17 所、私立 22 所)為研究對象。衡鑑

指標是以教育部(1997)對「私立大學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擬定的評鑑指標

為基礎，蒐集 83 學年度至 87 學年度各校 5 年內平均值作為投入分析的數

據。分析時採用 CCR 模式(固定規模報酬)以及 BCC 模式(變動規模報酬)，
進一步求出規模效率(SE)。並以 Wilcoxon rank sum test 檢定求得公立大學

與私立大學在效率上無顯著差異。此外，其以 Spearman 相關係數探討教

育部對各校補助金額與其效率值之關係，結果顯示兩者之間無相關性。 
 其主要貢獻在於嘗試探討大學經營效率與教育部之經費補助政策之關

係，頗有建構以績效角度作為政府機關進行資源分配之企圖。然而，其主

要缺失在於論文中以各校於研究與教學兩項指標之數值，得出公立大學重

於研究，私立大學重於教學之結論。在其未經統計程序驟下判斷，稍嫌唐

突。此外，其以 83 學年度至 87 學年度之平均作為投入分析之數值，雖可

避免極端值之出現，但卻易產生其平均值本質上無法代表任一年段的實際

情況，而投入與產出指標系統缺乏強而有力的聯結，使得投入與產出之間

的邏輯關係甚為薄弱。就處理跨年度之資料，已有 Malmquist 生產力指數

可茲利用。 
 後續亦有多篇以教育部獎補助與大學辦學績效為題，但實證結果仍有

爭議，如呂怡璇(2003)以私立大學校院為研究對象探討經營績效與教育部

補助款之關係，亦顯示兩者之間無相關，經營績效與學校規模和性質攸

關。而劉維琪(2001)以參與私立大學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訪視之 17 個私立大

學為樣本，比較教育部獎補助經費實施之前後各校效率值之差異，則顯示

教育部獎補助經費實施對於私立大學辦學績效有顯著提升。 
有鑒於該論文之研究對象為與本研究同為教育機構，因此為期找到符

合本研究所需之衡鑑指標，研究者爰將其所納入分析之各指標及操作型定

義節錄如下： 
 
(一)投入指標：專任教師人數、經費支出、人事費、扣除人事費後的經費

支出、職工人數(包含職員、警衛、工友)。 

(二)產出指標：大學部畢業生人數、研究所畢業生人數(碩士升和博士班以

1:2 的權數加權計算)、國科會專題計畫通過件數、國科會或研究獎勵費之

人數。 
  

四、台灣地區高等技職教育體系學校之經營效率：資料包絡法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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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業勳等人(2004)的「台灣地區高等技職教育體系學校之經營效率：

資料包絡法之應用」係以 91 學年度技職教育體系 84 間技專校院作為研究

範圍，其衡鑑指標及樣本資料來源為教育部技職司技專校院基本資料庫之

統計調查及教育部統計處之 91 學年度各校統計資料。分析時以 DEAP 
Version2.0 版運算，兼採用 CCR 模式(固定規模報酬)以及 BCC 模式(變動

規模報酬)，進一步求出規模效率(SE)。此外，其嘗試以學校環境變項(學
校座落、學校類別以及學校隸屬)作為自變項，求取不同學校環境變項在經

營效率上是否有差異。分析結果為在固定規模技術效率方面，私立學校優

於公立學校，且科技大學最佳、技術學院次之；在變動規模技術效率方面，

私立學校優於公立學校，且科技大學最佳、專科學校次之；在規模效率方

面，私立學校優於公立學校，且科技大學最佳、技術學院次之。 
 其主要貢獻在於使用官方統計資料作為分析數據，資料來源具有很高

的可信度，其次，設定學校環境變項欲作為解釋各校在經營效率的差異，

亦有助於進一步詮釋分析結果。然而，其判斷學校環境變項孰優孰劣時，

以各類別之平均效率值作為代表，在不等組的樣本組成中，未經統計考驗

程序即行判定，恐在推論上有欠週延。另外，產出指標詳細區別應可包括

研究與教學兩大面向，於分析時未進行區隔，較難協助各校藉由分析結果

尋求改善良方與努力方向。 

有鑒於該論文之研究對象與本研究同為教育機構，因此為期找到符合

本研究所需之衡鑑指標，研究者爰將其所納入分析之各指標及操作型定義

節錄如下： 
 
(一)投入指標：專任助理教授以上師資、專任講師師資人數、校舍面積、

圖書冊數、期刊種類數。 

(二)產出指標：學生註冊人數、學生畢業人數、國科會通過件數、國科會

通過金額(仟元)、產學合作通過件數、產學合作通過金額(仟元)。 
 

五、以資料包絡法評量我國大學校院之教育品質 

 陳榮方(1998)的「以資料包絡法評量我國大學校院之教育品質」係以

1998 年遠見雜誌對 55 所大學校院的調查資料，去除 6 所規模較小的學校

後，區分為國立大學、國立學院、私立大學以及私立學院四組分別進行資

料包絡法之分析。調查資料分為教學資源和學術聲望兩部分，前者為各校

自行調查實際數值，後者則是以各大學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以

及各學院院長為調查對象，計分為課程、師資以及學生表現等三個量測指

標，以最低 1 分，最高分 5 分來評估各校的表現。分析時兼採用 CCR 模

式(固定規模報酬)以及 BCC 模式(變動規模報酬)，進一步求出規模效率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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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主要貢獻在於將學術聲望納入產出指標作為評估經營效率的一項，

對於大學而言，無形的學術聲望確實是寶貴的資產。然而，其將國立大學、

國立學院、私立大學以及私立學院分開進行評估，因資料包絡法的特性乃

係就組別內的決策單位進行相對性的比較，並獲得相對有效率以及相對無

效率之結果。因此，各組中的相對有效率之決策單位未必置於其他組後會

得到相同的結果。可惜的是該論文並未就研究者為何如此分組，而分組之

後的分析結果未有所著墨交代。 
有鑒於該論文之研究對象為與本研究同為教育機構，因此為期找到符

合本研究所需之衡鑑指標，研究者爰將其所納入分析之各指標及操作型定

義節錄如下： 
 
(一)投入指標(教學資源)：專任教師師生比、教師具博士學位比率、兼任教

師比率、圖書館座位與學生比、學生平均擁有圖書冊數。 

(二)產出指標(學術聲望)：課程(學術聲望評比)、師資(學術聲望評比)以及

學生表現(學術聲望評比)。 
  

六、以資料包絡法分析 89、90 年度台灣地區科技大學的經營效率 

 林容萱(2003)的「以資料包絡法分析 89、90 年度台灣地區科技大學的

經營效率」係以 89 與 90 學年度 12 所公私立科技大學作為研究範圍。衡

鑑指標則參考教育部技職司對於科技大學所進行評鑑所採用之指標，因其

指標包含計量與計質兩種，依研究者資料可取得性與可分析性予以篩減，

惟在產出指標上仍按照技職司的評鑑指標，強調教學、服務與研究三種產

出，其分析資料來源取自於教育部技職司線上統計資料庫。分析時以 Coelli
於 1996 年設計之 DEAP Version2.1 版運算，兼採用 CCR 模式以及 BCC 模

式，進一步求出規模效率(SE)。此外，並以多階段的方式進行差額分析

(Slacks)。 
 其主要貢獻在於嘗試以跨年度的縱斷性資料(panel data)作為分析之素

材，並欲比較兩年度各校在效率表現上之差異。此外，運用差額分析就相

對無效率之決策單位，進一步分析導致其無效率之原因。然而，針對處理

縱斷性之資料自有 Malmquist 生產力指數可茲使用，而研究者所使用之統

計軟體亦有此一功能，但卻未使用，而是分別將 89、90 學年度之資料分

開評估效率，再就各校於不同年度之差異表示各校於不同年度效率值之消

長，其基本假設是不同年度的生產條件均相同，始能就不同年度之相對效

率值進行比較。此一結果可輔以 Malmquist 生產力指數搭配，以避免忽略

在基本假設下存在的隱藏性因素。 
有鑒於該論文之研究對象為與本研究同為教育機構，因此為期找到符

合本研究所需之衡鑑指標，研究者爰將其所納入分析之各指標及操作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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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節錄如下： 
 
(一)投入指標：行政職員數、教學及研究投入(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

專任講師之平均加權數)、圖書館平均師生借書率。 

(二)產出指標：大學畢業生人數、碩博士畢業人數之加權平均數、產學合

作件數、國科會通過研究計畫件數。 
 

七、台灣地區高級職業學校教育管理效率評估之研究：DEA 模式之

應用分析 

劉明超(1999)的「台灣地區高級職業學校教育管理效率評估之研究：

DEA 模式之應用分析」係以 85 學年度以前成立之公、私立高級職業學校，

包括公立 97 所，私立 101 所，共計 198 所學校為研究對象，並以各校在

87 學年度的資料作為實証研究之資料。衡鑑指標(投入與產出指標)的挑選

則係遵循 Golany & Roll(1989)所提之資料包絡法分析流程進行，首先針對

國內外文獻評閱後整理而成，並自編「87 學年度高級職業學校現況調查表」

進行資料蒐集，接著就所蒐集之原始資料，計算指標間之積差相關係數，

以檢驗投入與產出指標之間是否符合同向性(isotonicity)的原則，檢定過程

中因補助款項、校地面積、教師年資與教師年齡等四項與產出項之相關未

達顯著標準；中途離校一項與投入項呈負相關，均與以刪除。分析時以

Frontier Analysts Professional Edition 進行運算，採以投入導向的 CCR 模式

為主，進行評估相對效率、參考集合分析與差額變數分析，並輔以 BCC
模式，以探討無效率產生的原因。 

其主要貢獻在於指標建構的歷程遵循 Golany & Roll(1989)所提之資料

包絡法分析流程進行，過程包含判斷與非資料包絡法之量化檢定(積差相

關)，可謂相當嚴謹，亦提升該分析結果的可信度。其次，運用參考集合分

析可於相對有效率之 DMU 中，藉由其被參考次數多寡，進一步區隔其中

之高低。最後，差額變數分析之結果可就個別指標提供經營者改進之策

略。然而，其值得商榷是在檢定公私立效率值上是否有差異時，係採用獨

立樣本的 t 檢定。因 DEA 係生產效率評估當中的無母數分析，因此其求出

之效率值若要進行分組檢定差異，應使用無母數統計家族中的 Wilcoxon 
rank sum test 才是正確的用法。後進研究者同以中等教育為研究階段者尚

有梁復興(2004)分析 90 學年度台灣區 95 所公立高級職業學校；戴群毓

(2004)分析 89 學年度至 91 學年度高級中學職業類科；張書維(2005)對台灣

地區 80 所國立高級職業學校進行成本效率與生產力變動評估。藉由研究

先鋒的努力逐步將資料包絡法應用於大學院校以外之教育機構。 
有鑒於該論文之研究對象與本研究同為教育機構，因此為期找到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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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需之衡鑑指標，研究者爰將其所納入分析之各指標及操作型定義

節錄如下： 
 
(一)投入指標：教師總人數、合格教師人數、職員工人數、學生總人數、

經常門(87 學年度或會計年度之會計決算經常門總額)、資本門(87 學年度

或會計年度之會計決算資本門總額)、班級數、教師學歷(具有碩士學歷以

上之教師人數)、學校圖書數。 

(二)產出指標：就業人數、升學人數、畢業人數、獲取證照人數、新生入

學率(當年度新生入學報到總人數/新生錄取總人數 x100)。 
 

八、大學校長遴選產生對大學經營績效之影響 

 林秋萍(1999)的「大學校長遴選產生對大學經營績效之影響」係以 1993
年至 1995 年共 10 所大學校長遴選制度介於新舊之交之學校(包括：台大、

屏東科大、清大、北科大、中興、政大、成大、中山、陽明、台科大)。蒐

集其遴選前兩年以及遴選後兩年總計五個年度之資料。衡鑑指標之挑選係

經由文獻探討，整理大學之組織目標，並由組織目標考量資料之可得性，

選取投入及產出項。接著就所蒐集之原始資料，計算指標間之積差相關係

數，以檢驗投入與產出指標之間是否符合同向性(isotonicity)的原則，由於

該研究所設定之三項投入性指標與兩項產出性指標均符合，故都予以納入

估算。分析時以 CCR 模式及 BCC 模式分別求得整體技術效率、純粹技術

效率以及規模效率等三項效率值。由於該研究旨在探討大學遴選制度是否

影響大學經營績效，故又將遴選前後平均效率值以 Wilcoxon rank sum test
進行檢定，顯示遴選後各項效率值皆顯著高於遴選前。此外，為了進一步

確認遴選前後年度績效的提升係因採行大學校長遴選制，又以整體技術效

率為依變項，校長遴選虛擬變數、校務基金虛擬變數、專任教師博士比為

自變項，進行迴歸分析。顯示校長遴選虛擬變數與專任教師博士比皆達統

計顯著水準，意味兩者均有助於經營效率的提升。 
 其主要貢獻在於以校長遴選制度為環境變數探究制度改變前後經營效

率的變動，促使資料包絡法在績效評估的運用上可朝反映制度的良窳進行

思考，有助於政策評估與績效評估兩者之融合。惟可惜之處在於如同研究

者所提，其受限於原始資料之取得，致令納入估算之指標略顯單薄，特別

係只以建教合作收入、國科會一般研究獎勵費獲獎人數兩項代表大學之產

出，無法涵蓋大學之完整面貌。 
有鑒於該論文之研究對象與本研究同為教育機構，因此為期找到符合

本研究所需之衡鑑指標，研究者爰將其所納入分析之各指標及操作型定義

節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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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入指標：人事費、除人事費外之經常支出、設備支出。 

(二)產出指標：建教合作收入、國科會一般研究獎勵費獲獎人數。 

 

九、校務基金績效評估：以某大學個案為例 

 沈艷雪(2002)的「校務基金績效評估：以某大學個案為例」係以某大

學 4 個學院共計 46 個學系於 1999 年至 2001 年之實證資料進行分析。衡

鑑指標之挑選乃係參考教育部公私立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中所列之指標，並

考量校內資料之可取得性。分析時以 CCR 模式與 BCC 模式分別求取整體

技術效率、純粹技術效率以及規模效率等三項效率值。 
本研究雖題名為校務基金績效評估，但該校係自 1996 年度起實施校務

基金，所蒐集之資料係為 1999 年至 2001 年之資料，該研究雖然呈現三個

年度各學系之效率值，但由於資料所涵蓋之年度之問題，並無法看出校務

基金之施行與各學系之經營績效有何關係。應選擇校務基金施行前與校務

基金施行後作為比較，並如同林秋萍(1999)之作法進一步控制其他變數，

以顯示校務基金制度之影響，此乃該研究應予調整之處。 
有鑒於該論文之研究對象與本研究同為教育機構，因此為期找到符合

本研究所需之衡鑑指標，研究者爰將其所納入分析之各指標及操作型定義

節錄如下： 
 
(一)投入指標：教師人數(專任教師人數)、人事費、各系所使用面積、經常

門支出(扣除人事費後之經常門支出)、設備費、電費。 

(二)產出指標：畢業生人數(約當畢業生人數)、年度所開學分數、發表於國

內外期刊論文篇數、國科會補助及建教合作收入。 
 

十、大學的經營績效與品質 

 黃義中(2002)的「大學的經營績效與品質」係以國立政治大學等 10 所

公立綜合大學，以及東海大學等 19 所私立綜合大學為對象，蒐集縱貫性

資料包含：1998、1999、2000、2001 年四個會計年度。原始資料來源自教

育部所出版的「中華民國大專校院概況統計」、「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附

屬單位決算：非營業部分」、各公立大學於網路上之公告、校務量化資料

資訊以及 Web of Science 網路版資料庫。另外，由於該研究進行跨年度的

生產力變動分析，為消除物價變動所導致的影響，故以消費者物價指數對

各校的財務資料進行平減。在衡鑑指標的挑選上，係由研究者參考相關文

獻所擇定。分析時則就四個年度之資料以 CCR 模式與 BCC 模式估算求得

技術效率、純粹技術效率及規模效率，並以 1998-1999、1999-2000、

2000-2001 三個年度估算總要素生產力變動。實證結果顯示私立綜合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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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均技術效率上優於公立綜合大學，此外，公立綜合大學總要素生產力

有改善之趨勢，可能與實施校務基金制度有關。 
 其主要貢獻在於使用縱貫性資料分析公私立綜合大學之總要素生產力

變動情形，可看出各校經營效率趨勢，此外，研究者以消費者物價指數考

量財務資料之平減，可謂是相當細膩之作法。然而，該研究並沒有以

Wilcoxon rank sum test 針對不同權屬別進行差異性檢定，而僅以平均效率

值就作為私立學校優於公立學校之結果，似乎有待商榷。此外，該研究在

指標挑選上，為何置於投入或產出項並沒有提供合理之解釋，其中，如師

生比一般均將其視為投入，用以表示教師之教學負擔，或學生之受教資

源，但該研究卻將其視為產出，容有爭議。 

有鑒於該論文之研究對象與本研究同為教育機構，因此為期找到符合

本研究所需之衡鑑指標，研究者爰將其所納入分析之各指標及操作型定義

節錄如下： 
 
(一)投入指標：教學研究與訓輔支出人事費、行政管理支出人士費、資本

投入量。 

(二)產出指標：平均每位博士學位專任教師在 SCI 及 SSCI 上的論文篇數、

師生比、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學雜費收入與補助金額總和。 
 

十一、臺灣地區高等技職院校之效率評估 

 洪鉦皓(2004)的「臺灣地區高等技職院校之效率評估」係以臺灣地區

高等技職院校共計 69 所公、私立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為對象，使用 89 至

91 學年度之原始資料(三個學年度合計)。資料來源主要來自官方資料，如

教育部編印之「中華民國教育統計」、教育部統計處編印之「中華民國大

專院校概況統計」、教育部技職司「全國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料庫系統

網」、「私立技專校院獎補助經費之用及財務報告資訊網」及國科會綜合業

務處第二科等。分析時使用 Fried, Lovell, Schmidt and Yaisawarng(2002)所
提出之三階段 DEA 評估架構，來去除與環境因素有關的組織特性與品質

變數對學校經營績效的影響。其首先利用原始的投入、產出項，以資料包

絡法評估學校的初步效率值，並求得學校的射線差額與非射線差額；接

次，在第二階段利用隨機邊界分析法(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SFA)屏除

學校不能控制的環境因素(組織特性及品質變數)及統計干擾項；最後，再

將調整後的投入資料再以 DEA 重新計算其效率。實證結果顯示權屬別、

學校規模、特定學門、學門多樣性、生師比、專兼任師資比等均會影響學

校投入差額。此外，在第三階段經過調整後之效率值與第一階段相較亦多

有提高之趨勢。 
 其主要貢獻在於使用三階段 DEA 評估架構，有助於釐清環境變數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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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率值之影響，不僅使得最終之評估結果更能看出學校經營者之貢獻，更

有利於教育主管機關思量政策走向以調整外在環境變數；其次，該研究不

僅使用官方資料更蒐集 69 所公私立高等技職院校作為研究對象，研究結

果可信度大為提升。 
有鑒於該論文之研究對象與本研究同為教育機構，因此為期找到符合

本研究所需之衡鑑指標，研究者爰將其所納入分析之各指標及操作型定義

節錄如下： 
 
(一)投入指標：教師人數、職員人數、經常門支出總額扣除人事費金額、

資本門支出總額扣除土地及建築物金額。 

(二)產出指標：約當畢業生人數、期刊論文及研討會論文發表數、建教合

作數、推廣教育學生數。 
 

十二、多重生產程序之績效評估：我國大學院校效率評量 

 郭振雄(2000)的「多重生產程序之績效評估：我國大學院校效率評量」

係以國立政治大學等 48 所大學校院為研究對象，採用 82 至 84 學年度之

資料，評估資料主要來自教育部定期發行的「中華民國教育統計」、「中華

民國大專院校概況統計」、「中華民國大專院校定期統計」以及「台閩地區

圖書館統計調查」等。其認為就生產程序的屬性而言，大學院校為多投入、

多產出與多異質子生產程序的組織，主要由學術單位、行政單位與圖書館

三個異質子程序彙集而成。爰此，在分析時，首先在 Färe(1991)模式的架

構下，同時考慮學術單位、行政單位與圖書館依存的網路關係，顧及不同

單位具有不同生產技術的情況；此外，研究者並將 Färe(1991)模式中使用

實際的中間產品數量，修改為最適的中間產品數量，是為修正 Färe 模式。

以 Färe(1991)模式、修正 Färe 模式以及傳統 DEA 文獻常用的 CCR 模式三

者計算結果進行比較。實證結果顯示整體效率評估在不同的評估模式上有

所不同，此外，整體效率與學術單位效率的 Spearman 相關係數最高，依

次為圖書館效率與行政單位效率。而學術單位、行政單位與圖書館三者間

之效率則缺乏線性關係。 
 其主要貢獻在於為大學院校績效評估之研究突破傳統 DEA 文獻假定

全校僅有一種生產技術的思維，而假設存在三個不同生產系統。其所建構

在校內不同生產程序中，經由中間產品在不同生產程序間的流通，將三個

單位的異質子生產程序，彙集為評估整體效率的模式，有助於提升評估大

學院校效率的精確度。 
有鑒於該論文之研究對象與本研究同為教育機構，因此為期找到符合

本研究所需之衡鑑指標，研究者爰將其所納入分析之各指標及操作型定義

節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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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入指標：專職教員數、兼職教員數、學術單位校舍面積、行政人員

數、行政單位校舍面積數、圖書館館員數、圖書館面積、圖書館館藏。 

(二)產出指標：大學畢業生數、碩士畢業生數、博士畢業生數、約當研究

生畢業生數、研究計畫數。 
 
表 2-3-1：資料包絡法之相關研究成果彙整 

序

號 
文獻名稱 

作者 
(年代) 

文獻

類型
選用指標 

選用 
模式 

進階 
分析 

1 
我國綜合大學效率差異

之衡量：資料包絡分析的

應用 

賴仁基 

(1997) 

碩士

論文

投入項： 

校地面積、校舍面積、師資、職工、班級

數 

產出項： 

國科會通過申請研究計畫件數、在校學生

數 

CCR 

BCC 

Wilcoxon

等四種無

母數參數

檢定 

2 
高等教育單位之生產力

評估與資源分配整合模

式研究 

顧志遠 

(1999) 
期刊

投入項： 

各系所年度獲得之單位預算 

產出項： 

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態度、教學負

荷、計畫、論文、得獎、系所級服務、學

校級服務、社區級服務 

CCR -- 

3 
教育部補助與公、私立大

學辦學績效之評估 

李宜芳 

(1999) 

碩士

論文

投入項： 

專任教師人數、經費支出、人事費、扣除

人事費後的經費支出、職工人數 

產出項： 

大學部畢業生人數、研究所畢業生人數 

、國科會專題計畫通過件數、國科會或研

究獎勵費之人數 

CCR 

BCC 

Wilcoxon

Spearman 

4 
台灣地區高等技職教育

體系學校之經營效率：資

料包絡法之應用 

費業

勳、陳

淑妙和

葉庭妤 

(2004) 

期刊

投入項： 

專任助理教授以上師資、專任講師師資人

數、校舍面積、圖書冊數、期刊種類數 

產出項： 

學生註冊人數、學生畢業人數、國科會通

過件數、國科會通過金額(仟元)、產學合

作通過件數、產學合作通過金額(仟元) 

CCR 

BCC 
 

5 
以資料包絡法評量我國

大學校院之教育品質 

陳榮方 

(1998) 
期刊

投入項： 

專任教師師生比、教師具博士學位比率、

兼任教師比率、圖書館座位與學生比、學

CCR 

B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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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均擁有圖書冊數 

產出項： 

課程(學術聲望評比)、師資(學術聲望評

比)以及學生表現(學術聲望評比) 

6 
以資料包絡法分析 89、

90 年度台灣地區科技大

學的經營效率 

林容萱 

(2003) 
期刊

投入項： 

行政職員數、教學及研究投入、圖書館平

均師生借書率 

產出項： 

大學畢業生人數、碩博士畢業人數之加權

平均數、產學合作件數、國科會通過研究

計畫件數 

CCR 

BCC 

差額變數

分析 

7 

台灣地區高級職業學校

教育管理效率評估之研

究：DEA 模式之應用分

析 

劉明超 

(1999) 

碩士

論文

投入項： 

教師總人數、合格教師人數、職員工人

數、學生總人數、經常門、資本門、班級

數、教師學歷、學校圖書數 

產出項： 

就業人數、升學人數、畢業人數、獲取證

照人數、新生入學率 

CCR 

BCC 

參考集合

分析 

差額變數

分析 

8 
大學校長遴選產生對大

學經營績效之影響 

林秋萍 

(1999) 

碩士

論文

投入項： 

人事費、除人事費外之經常支出、設備支

出 

產出項： 

建教合作收入、國科會一般研究獎勵費獲

獎人數 

CCR 

BCC 

迴歸分析

Wilcoxon 

9 
校務基金績效評估：以某

大學個案為例 

沈艷雪 

(2002) 

碩士

論文

投入項： 

教師人數、人事費、各系所使用面積、經

常門支出、設備費、電費 

產出項： 

畢業生人數、年度所開學分數、發表於國

內外期刊論文篇數、國科會補助及建教合

作收入 

CCR 

BCC 
-- 

10 大學的經營績效與品質 
黃義中 

(2002) 

碩士

論文

投入項： 

教學研究與訓輔支出人事費、行政管理支

出人士費、資本投入量 

產出項： 

平均每位博士學位專任教師在 SCI 及

SSCI 上的論文篇數、師生比、推廣教育

收入、建教合作收入、學雜費收入與補助

CCR 

BCC 

 

Malmqu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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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總和 

11 
台灣地區高等技職院校

之效率評估 

洪鉦皓 

(2004) 

碩士

論文

投入項： 

教師人數、職員人數、經常門支出總額扣

除人事費金額、資本門支出總額扣除土地

及建築物金額 

產出項： 

約當畢業生人數、期刊論文及研討會論文

發表數、建教合作數、推廣教育學生數 

CCR 

BCC 

三階段

DEA 模型

12 
多重生產程序之績效評

估：我國大學院校效率衡

量 

郭振雄 

(2000) 

博士

論文

投入項： 

專職教員數、兼職教員數、學術單位校舍

面積、行政人員數、行政單位校舍面積

數、圖書館館員數、圖書館面積、圖書館

館藏 

產出項： 

大學畢業生數、碩士畢業生數、博士畢業

生數、約當研究生畢業生數、研究計畫數 

CCR 
Tobit 迴歸

Spearman

摘要 
研究階段 研究校數 研究特色 說明(作者) 

個案 個案研究 顧志遠(1999)、沈艷雪(2002)、汪漢英(2005)、張靖(2001)、梅興邦(2001)

環境變數 權屬別(賴仁基，1997；李宜芳，1999；費業勳等，2004；陳榮方，1998；

黃義中，2002；洪鉦皓，2004)、地區(賴仁基，1997；費業勳等，2004)、

類別(費業勳等，2004)、補助款(李宜芳，1999)、校務基金(林秋萍，1999；

沈艷雪，2002)、校長遴選(林秋萍，1999)、學校規模(洪鉦皓，2004)、

學門多樣性(洪鉦皓，2004) 

縱貫性資料 林容萱(2003)、林秋萍(1999)、沈艷雪(2002)、黃義中(2002)、郭振雄(2000)

高等教育 
多校 

方法特殊性 三階段模型(洪鉦皓，2004) 

中等教育 多校 環境變數 權屬別(劉明超，1999)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經由上述的文獻整理與分析，可以觀察過去文獻不足以及足供啟示之

處。首先，就研究指標而言，由於資料包絡法立基於經濟學中的生產力領

域，因此，綜觀國內使用資料包絡法作為評估教育機構經營效率之研究

者，多非出身自教育領域，其指標之選擇往往未經過充分之論述，絕大部

分端以所能取得之資料作為取捨之依據，因此，亦多有出現投入指標與產

出指標錯置，或是關聯性不強等情形。然而，深入探究亦可能因為國內並

未建置大型之教育資料庫，大學經營之相關原始數據均散落於各個出版

品，在計算與整理上確有困難，致令指標選擇受限，或僅能以一個指標即

代表該部分之表現。資料包絡法究其本身仍只是統計運算之工具，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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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劣仍扮演決定性的角色，然而，過去文獻極少著墨於指標之論述，在指

標系統未能建立即進行分析，徒增效率分析時的黑箱，且較難看出大學整

體之生產過程，惟教育領域中研究先鋒們長期研究高等教育指標系統，卻

苦無實證操作之機會，因此，本研究欲藉跨領域的研究以結合兩者之長。

其次，就環境變數的設定與檢定，過去環境變數探討權屬別作為大宗，然

而，檢定時應以無母數統計或以迴歸分析結果作為依循，單以各組之平均

數據比較分組所得之結果則較不可靠。第三，過去文獻以傳統的資料包絡

法的模式為主，較少如洪鉦皓(2004)所使用之三階段資料包絡法模式以去

除環境變數之影響，或如郭振雄(2000)使用多重生產程序之假定，誠如研

究先鋒所主張，對於大學生產程序越發了解，越能正確的釐清生產結構中

導致無效率之處。最後，即是對於大學經營的思考，現代大學除了肩負研

究、教學與服務三項任務外，事實上由於資源的有限以及學校本身體質，

發展重心皆有所偏，因此，僅以一套標準衡量大學經營的效率，忽略各校

基礎走向之差異，將無法發揮引導學校提升經營效率之積極功能；此外，

不論在投入或是產出層面的各項指標上，皆因取捨而有不同的價值判斷，

換言之即是指標的加權問題，如一篇發表於《自然》(nature)的期刊論文，

其價值與國內發表刊登的期刊論文相較，於學界自有其判斷，而身為大學

經營者亦自有其所看重之指標。總的來說，本研究期以龐大充足的官方資

料為素材，搭配指標系統的建置與加權，針對現代大學的兩項主要發展核

心(教學與研究)，架構評估大學院校績效與發展策略的模式，以推介資料

包絡法於教育機構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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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高等教育表現指標 

壹、高等教育表現指標之內涵 
 本部分旨在闡述教育指標的重要概念，包括指標的發展沿革、定義、

規準以及指標系統的建制與限制等。 

一、指標的發展沿革 

人類社會使用指標，始於 1920 年代至 1930 年代。芝加哥大學的 Ogburn
與其同僚一直致力於研究社會變遷的理論和改進其測量的方法，希望能建

立可供社會計畫及預測趨勢之用的統計數列。直至 1933 年美國社會趨勢

研究委員會(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al Trends)出版 Recent Social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利用綜合的統計數字，說明美國各生活層面的趨勢，

雖僅側重於社會指標之建構，卻可謂 Ogburn 一生之研究心血。然而，隨

之而來的 1940 年代和 1950 年代戰後經濟恐慌，經濟指標挾其理論基礎與

時代背景蓬勃發展。1950 年代發展經濟指標的成功經驗，激起學者對重拾

社會指標的研究興趣，許多研究領域如科學、健康、環境和教育等紛紛跟

進建立本身的指標系統，如 1962 年美國藝術與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學者著手觀測社會狀況的變遷，創造了類似目前經濟指

標和社會指標的名詞，並將其研究所得出版於 1966 年最具代表性著作：《社

會指標》(轉引自張鈿富，2001)。 
 就教育指標而言，教育指標係源於經濟指標與社會指標的研究。

Ramsden(1991)即指出，建構教育指標之理念係來自於經濟學的理論模式，

將教育制度視為廣泛經濟制度的一部分，去分析如何將輸入轉化為輸出的

過程。1960 年代教育評鑑工作逐步推動即是此種思維的體現，繼之 1980、

1990 年代世界各國法案或報告書之推陳，如英國高等教育改革小組

(UGC/CVCP working group)進行大學表現指標建立的研究，企圖從大學績

效指標的建構來控制高等教育的品質，並讓這些指標作為政府調整教育資

源分配的參考。美國首先於 1983 年雷根總統任內 A Nation at Risk 報告書

直接影響教育表現指標的建立，並在美國聯邦教育部的推動下，成立「教

育指標小組」進行教育指標的建立工作。透過教育指標，確認教育制度之

理論模式，描述國家教育制度之健康及表現。繼之 1994 年柯林頓總統 The 
Goals 2000: Educate America Act；2001 年布希總統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皆是以教育指標作為評估各個教育單位績效責任之準據。此外，國際

性教育指標建置也有長足的進展，1925 年成立於瑞士日內瓦的國際教育局

(IBE)出版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Education 對於各國教育資料以標準化

形式蒐集；1946 年成立之聯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所出版之國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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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統計資料；1961 年設立之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下設教育研究與改革中心(center fo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ERI)協助發展國際教育制度指標(沈姍

姍，2000)。上述國家或組織之作為，其目的不外乎經由彙集整理各種教育

相關資訊，為教育系統提供可解釋的資料，以作為教育政策說明與決策參

考之用。 
 

二、指標的定義 

「指標」一詞受到各領域廣泛使用，卻無一致定義，學界始終有不同

的見解。以下舉陳國內外各家學者之定義，並嘗試做一整合性的界定。 
Johnstone(1981)定義指標為一種統計的測量，它能反映出吾人感到興

趣之現象的重要層面，並提出指標具有以下五項特性： 
1.指標能指出普遍的狀態，但未必具有高度的科學精確性； 
2.指標與變項不同，變項只能反映社會的特定層面，而指標結合有關

概念的變項，呈現制度的縮要圖像； 
3.指標是可量化的數字，必須根據建構的法則，解釋指標的意義； 
4.指標的值是短暫的，適用於一點或一段時間，這個點可能是特定的

月份或年份，也可能是過去的一段時間； 
5.指標是理論發展的起點。研究者若想研究某個現象，必須先確認有

關的概念，再將概念的操作型定義轉化為可測量的變項，並進行蒐集資料

與建構指標的工作。 
張美蓮(1996)綜合國內外重要辭書以及學者之看法，將指標定義為：

「指標是顯示制度或部分制度表現情形的信號或指引，能夠對制度的品質

與數量做測量」。 
張鈿富(2001)認為指標：「係表示某種變數隨著時間或地區的不同，相

對於基期的變化情形。它是一種統計的測量，能反映重要層面的主要現

象，能對相關的層面進行加總或分化，以達到研究分析的目的。」 
林嘉君(2004)參考相關論者的定義後，認為指標是用來描述討論或操

作觀念的工具，它能夠讓人們組合經驗上的觀察，並與觀念本身連結，而

賦予它實質的意義。指標不能脫離概念架構而獨立存在，是以量化的數字

必須與其蘊含之意義相結合。 
莊清寶(2006)則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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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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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上述各家學者對指標之定義重點有三，首先指標可分為數量的指

標(quantitative indicators)以及品質的指標(qualitative indicators)，數量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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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在反映一個數量，而品質的指標在確認數量的相對卓越程度。例如學生

數、學校數是代表數量的指標，而師生比、每生經費支出則是反映教育品

質的指標(Korean Council for University Education, 1988)；其次，指標的數

值必須與參照點比較，才能判斷其意義，而常見的參照點有：(1)常模參照

比較；(2)自我參照比較；(3)標準參照比較等三種(Kaggan & Smith, 1985)。
最後，指標在反映社會現象，故指標的數字本身需與概念相結合，而具有

某種實質意義。 
 就「教育指標」一詞，本研究援用 Fitz-Gibbon(1990)之定義：「是有關

教育制度表現的統計量數，能反映教育的品質與產出，紀錄重要層面的改

變，判斷個人或制度在達成目標方面的效率與效能。」在蒐集與分析上，

教育指標以層級則可包含：國際性、國家、省(市)、縣(市)、鄉鎮、學校、

班級與個人；以時點則可分為：縱貫性資料、橫斷性資料。由於教育指標

具有強烈的巢套關係，在統計方法學上也有所謂階層線性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HLM)應運而生，即是在探討階層資料結構對於脈絡變數的

處理與分析方法。由於對脈絡變數的處理非本研究的重點，故僅簡單介紹

不再贅述。 
 有關教育指標的文獻中，有些與教育指標相似的名詞，如「表現指標」

(performance indicators)、「教育標準」(educational standards)，對其進一步

的釐清，有助於更精確的掌握教育指標此一概念。表現指標著重在個人與

制度的表現，特別強調指標的評鑑性質，因此，表現指標是用於評鑑與某

個標準相較後的表現情形(引自張美蓮，1996)。而其與教育指標之區別，

Cuttance(1994)認為教育指標通常係指中間的產出和教育的過程，而表現指

標是指最後的產出。但 Nuttal(1989)卻主張教育指標係指允許對教育制度各

主要層面所表現之功能作價值判斷的統計量，此統計量特別強調其所具備

之評鑑性質，一般常與「表現指標」混合使用。上述之爭點若以教育的投

入、過程與產出三階段，教育指標究竟應統攝三個階段，抑或排出產出此

一階段，而將其稱之為表現指標。本研究者參酌 Nedwek and Neal(1993)認
為表現指標是教育指標一部分的看法，以及王保進(1993)提出之教育表現

指標一詞，以為教育指標應僅含教育投入，如校舍地總面積、經常經費支

出等；以及過程兩階段，如圖書館使用率、校園學術網路使用率等。而教

育表現指標則指產出階段，如發表國際期刊期刊論文數、畢業學生人數等。 

 至於教育標準是指學校必須教的課程，與期待學生在學業成就、態度

和行為等方面應有的表現，它可以用量的方式呈現，如成就測驗上必須達

到的分數、能力證書的頒與；也可以質的方式現，例如國家的教育宗旨、

學校的教育目標等。兩者之區別黃政傑等(1992)認為教育指標是量化的與

實然性(反應教育現象)，教育標準則是質量兼具，著重於應然面(應達成之

目標)，對教育有規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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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標建構的規準 

 指標的建構歸準應包含哪些，學者們(張美蓮，1996；林嘉君，2004；
孫志麟，1998)基於需求的不同而有不同的主張與看法。本研究所使用之指

標除應涵蓋一般指標之歸準外，尚須配合資料包絡法分析之特性。於一般

指標之歸準中，莊清寶(2006)綜合國內各家學者之見解，提出 7 項指標建

構歸準，本研究就研究所需茲摘錄 6 項指標歸準如下： 
 1.效益性：指標必須能夠反應實際的狀況和潛在問題，有助於了解教

育現況。 
 2.合目的性：指標的建構應合乎政策或研究的目的與需求，否則即使

該指標本身具有效益，也將因政策或研究目的上的不需要，而失去建構的

價值與意義。 
 3.可量化的客觀性：指標需能夠加以量化數據呈現，且具有客觀比較

的性質作為建構歸準。 
 4.可比較性：指標必須能與參照點比較，包括常模參照或是效標參照，

以判斷其數值意義。 
 5.可理解性：指標應易於為社會大眾所理解。 
 6.可得性：不論該指標此刻是否能立即取得或者成本過高，只要理論

上可以採用一些有效的策略或方法加以獲得，便是具有指標的可得性。 
 綜上，本研究所選擇之指標以前述 6 項指標建構歸準作為初步篩選之

依據。由於本研究非僅是以建構指標為研究目的，而係將指標投入資料包

絡法之分析程序中，因此，將所篩選後之指標初步劃分為投入與產出兩大

類指標後，在指標變數選擇上仍必須以系統性的宏觀角度滿足以下 5 項歸

準： 

1.完整性：透過這些投入、產出組合，能完整描述 DMU 的生產過程； 
2.明確性：每一變數皆可知屬於投入或產出的一部分； 
3.可數量化或可指標化：各投入、產出項均需有明確的數據資料或指

標表示之； 
4.同向性：亦即投入數量增加不能導致數量的減少； 
5.根據使用資料包絡法評估績效的經驗法則，受評估單位 DMU 的個數

至少為投入項個數與產出項個數之和的兩倍，否則會使過多 DMU 落在效

用前緣線上，而喪失 DEA 的鑑別力。 
 

四、指標系統的建置與限制 

 教育表現指標對於教育政策所扮演的功能獲得極大的肯定，如 Johnes 
and Taylor(1990)認為教育表現指標是一種決策資訊，其具有：(1)品質管

制；(2)檢視實現契約義務程度；(3)確定達成教育目標最有效方法；(4)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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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關心教育者之各種教育資源等四種功能。Sizer et al.(1992)則從管理控制

功能的角度分析，認為透過高等教育表現指標運用，可精確衡量預期教育

目標與實際表現間之差異情況，並評鑑教育資源的使用是否改進了教育品

質與增加教育產出。Elliott(1991)指出教育指標的優點在於，能集中注意於

重要的教育系統層面上，而且指標如果能經過嚴謹的設計，將有利於對公

眾的溝通，作為推過教育改革的工具。孫志麟(1998)則以國際比較的觀點

認為教育指標有助於比較各國教育制度之優劣，以推動國內教育改革之參

考。莊清寶(2006)和王保進(1993)則提出藉由指標表現的優劣，可以進行校

際比較或校內系所比較等，甚至於據以進行分類，如「研究型大學」、「教

學型大學」等分類依據。 
 然而，教育表現指標的應用並非全無限制，如以表現指標做為資源分

配或經費補助的依據常遭到大學及學術界的反對，認為此舉將傷害大學之

獨立自主(Cave, Hanney, & Kogan, 1991; Hufner, 1987; Maassen & Weuthof, 
1989; Kells, 1990; Spee & Bormans, 1992)。而近年國際興起評比世界一流大

學之風潮，許多質化分析，如辦學理念、校園文化等核心價值即無法彰顯。

另外，未考慮學門領域與區域差異(是否為英語系國家)而進行的指標比

較，亦使得學術發展更趨功利，並加劇後殖民主義所批判的西方中心意識

形態。即便如此，建立表現指標以做為大學行政管理、策略規劃，以及內

部自我評鑑，或是政府與大學溝通對話之工具，仍普遍受到政府單位、大

學、及學術界之贊同(Frackmann, 1987; Kells, 1990; Maassen & Weuthof, 
1989; Sizer, 1992)。 

持平而論，前段所述各項限制之本質，並不在以指標來衡鑑大學校院

之表現，有基本立論上之盲點，而係由於教育系統複雜而多變，有限的個

別指標所提供的訊息往往不切實際。因此，建構一套能涵蓋高等教育主要

內容與歷程，且具有脈絡性與價值判斷的表現指標系統，才足以消弭衝

突。理論上，指標系統可以讓各個單一指標之間產生聯合作用，較任何單

獨的指標更能展現充分的訊息。發展教育指標系統的目的，在於測量教育

系統的健康與效率，並幫助政策制定者做出更佳的決策(Oake, 1986)。

Elliott(1991)及 Odden(1990)亦認為，單一或大量的指標本身，並無法指出

教育系統的複雜結構。因此，為了對教育制度的複雜成分加以測量，並了

解這些成分如何結合運作而產生教育之情境，需將所建構的教育指標，有

系統的結合成「教育指標系統」，如此才能真正的提供有效的資訊(張鈿富，

2001)。 
 本研究即係嘗試在教育指標系統的觀點上，測量高等教育機構的健康

與效率，並參考 Cave et al.(1988)所提出效率指標的概念(見圖 2-4-1)以及

Johnes & Taylor(1990)以生產模式觀點提出一個評鑑大學表現的分析架構

(於本章第五節介紹)，所謂效率指標係表現指標的一種，為比較實際產出

和實際輸入而得，用以表現機構的生產力。此外，結合長時間縱貫性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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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追蹤，此種系統性的觀點將有助於呈現高等教育機構經營的完整面貌。 
 

 
圖 2-4-1：表現指標的類型 
資料來源：The use of performance indicators in higher educa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of developing practice, by  Cave, M. et al.,1988,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然而，本研究所使用傳統輸入、過程、結果模式，亦並非不無限制。

美國教育指標專門研究小組曾於 1991 年提出相關的研究報告做出下列批

評，並建議美國教育統計中心(NCES)跳脫輸入、過程、產出的教育指標制

定模式(NCES,1991)。 
 1.輸入、過程、產出模式無法完善處理教育體制中某些重要的問題。

輸入、過程、產出模式能呈現的是教育系統中較為靜態的特徵，對人類從

幼兒期至成年期的教育過程變化無法適當地表示與描述。 
 2.輸入、過程、產出模式無法直接呈現社會機構的品質和其所處之社

會脈絡與情境的品質。 
 3.輸入、過程、產出模式呈現錯誤的教育控制流程。它助長將教育指

標系統視為生產函數導向的觀念。並且，如果在輸入、過程、產出模式中

選用的指標間並不存在高度的關聯性，教育指標系統將會成為外部操控教

育體系的工具。 
 

貳、高等教育指標之研究成果 
 為了解我國於高等教育指標研究領域中所累積的成果，並作為本研究

建構績效評估指標的基礎，以下評析與高等教育指標相關之主題之學位論

文、期刊、學術研討會論文等，並整理其研究成果提出綜論。 

 

一、影響我國高等教育機構研究出產力之因素 

 馬信行(1986)的「影響我國高等教育機構研究出產力之因素」係以當

年度全國 104 所大學院校為樣本(全部取樣)，以 1981 年、1982 年正式官方

的統計資料為依據，探討影響大專院校教師研究出產力的因素。其分析時

實際輸入 
成果輸出 

實際產出 
生產 
過程 

效率關係/效率指標 

效能關係/效能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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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 2 

 82

係以各校獲得國科會研究獎助之論文篇數為依變項；以學校選擇性、中英

文期刊種類數、教師中擁有博士人數、碩士人數為自變項進行迴歸分析。

研究結果指出具博士學位之教師數、英文期刊種類數，及學校選擇性，能

有效預測依變項。 

 其主要貢獻在於應用官方數據為研究出產力建立精簡有效的投入與產

出性指標，並能根據統計結果取得各個自變項對依變項的預測力，有助於

面對龐大蕪雜的指標項目，挑選最有力的指標作為績效分析之工具，亦有

利於高等教育行政經營者在面對資源有效的情況下，選擇最有利的投資項

目。然而，其不足之處在於其依變項僅有國科會研究獎助之論文篇數乙

項，似不足以代表學校在研究產出的所有表現，即無法衡量多項投入多項

產出之效率，而此正為資料包絡法之作為績效衡量的強勢之處。 

有鑒於該論文之研究對象為與本研究同教育機構，因此為期找到符合

本研究所需之衡鑑指標，研究者爰將其所納入分析之各指標及操作型定義

節錄如下： 
 
(一)投入指標：學校選擇性、中英文期刊種類數、教師中擁有博士人數、

碩士人數。 

(二)產出指標：國科會研究獎助之論文篇數。 
 

二、我國大學教育指標建構之研究 

 張美蓮(1996)的「我國大學教育指標建構之研究」係以大學教育指標

的建構作為主題。首先探討國內外教育指標的實務應用情形，以背景與輸

入、過程、成果等三個面向建構出 10 個指標構面、132 個指標細項編製成

「我國大學教育指標項目評估問卷」。並以立意取樣選取包含大學教師、

大學教師兼行政或學術主管、教育行政人員以及社會人士等 54 名擔任此

次的問卷填答者(實際回收 52 名)。分析時係以次數分配、百分比、平均數

及標準差，顯示各題項的集中與分散情形，據此作為指標建構的標準。最

後共篩檢建構出 10 個指標構面、102 個指標。 
 其主要貢獻在於研究者介紹了國內外於高等教育指標的實際應用情

形，包括美、英、澳、OECD 等國家或組織。對於提升高等教育指標研究

的重要性有相當的助益，提供給後續研究者相當豐碩的研究素材。然而，

其不足之處在於指標的建立僅倚賴少數樣本的回答，降低研究結果的參考

價值。另外，僅以平均數和標準差的集中與分散情形作為指標存活之判斷

(平均數高於 3.5 分者存活)，不僅門檻值的設定缺乏學理依據，所求得之統

計數值亦僅能作為基礎的描述性統計量數，稱不上考驗。如該研究從 132
個指標篩檢後存 102 個指標，進一步分析所存活之指標，其間可替代性與

相關性甚大，倘進行多元共線性之檢定，將能挑選出最具代表性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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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針對各個指標對於辦學績效之重要性進行分析，必能符合精簡有效的需

求。 
有鑒於該論文之研究對象與本研究同為教育機構，因此為期找到符合

本研究所需之衡鑑指標，研究者爰將其所納入分析之各指標及操作型定義

節錄如下： 
 
(一)投入指標： 

1.設備與資源：大學校院地區分佈的比率；平均每生校地面積；平均每生

校舍建築面積；平均每生休閒活動空間；平均每師專用研究室坪數。 
2.學生結構與入學：大學各學院學生的比率；各類研究生的比率；大學生

與研究生的比例；碩博士班研究生的比例；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大學就學機

會率；各類組聯考錄取率。 
3.圖書資源：藏書冊數；中文期刊冊數；外文期刊冊數分級；圖書成長率；

圖書館使用率；圖書館借閱率；光碟檢索率；校園學術網路使用率；圖書

館支出佔總支出之比率；圖書館期刊支出佔圖書館支出之比率；非圖書資

料支出佔圖書館支出之比率；平均每生圖書數；平均每生中文期刊數；平

均每生外文期刊數；平均每生圖書支出；平均每生期刊支出。 
4.行政與經費：行政支援人員與教師之比例；行政支援人員與學生之比例；

行政支援人員之學歷結構；行政支援人員專長任職的比率；大學教育經費

支出佔總教育經費的比率；大學教育經費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率；大學預

算成長率；大學經費來源的結構；大學自籌經費的結構；各項經費預算比

率；平均每生經費支出；行政支出佔總支出之比率；人事支出佔經常支出

之比率。 
 

(二)產出指標： 
1.教育成果：大學生續學率；大學生重修率；大學生退學率；大學生畢業

率；大學生畢業生升學率；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完成大學教育的比率；大

學學齡人口在學率；大學生佔人口千分比；研究生佔人口千分比；科技與

人文社會類科畢業生的比例。 
2.學術研究：研究發展經費支出；專任研究人員的比率；研究發展經費來

源的結構；教師出國進修獲得補助的人數；教師參與研究計畫的比率；平

均每師獲得補助的研究經費；研究中心之研究成果數；舉辦之學術研討會

數目；平均每師出版之專書數；平均每師編輯之書籍數；平均每師發表之

研究報告數；教師出席國內外學術研討會數；平均每師發表之論文被引用

的次數；教師發明申請專利數；藝術類科師生平均發表之作品數；教師參

加專業學會的比率；研究生參與專案研究的比率；平均每位研究生發表的

論文數；基礎研究計畫與應用研究計畫之比例；基礎研究計畫與應用研究

計畫經費之比例；整合型研究計畫的比率；整合型研究計畫經費的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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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合作研究計畫數；國際合作研究計畫數。 
 

三、台灣地區大學排名指標建構之研究 

湯家偉(2006)的「台灣地區大學排名指標建構之研究」係以台灣地區

大學排名指標作為主題。首先探討包含 7 個國家官方及非官方，共 14 個

大學排名指標系統，根據各國主要指標內容，初擬台灣地區大學排名指

標，並編製「台灣地區大學排名指標之適切性評估專家問卷」，以 30 位高

等教育專家及高等教育行政主管(回收 20 位)作為受試樣本，運用模糊德菲

術(Fuzzy Delphi)以三角模糊數整合專家對指標適切性之看法，並解模糊化

求得各項指標適切程度之總值，復以設定三角模糊數總值之門檻值，篩選

指標項目。再以歸一化之方式求得各構面以及各項指標權重，完成台灣大

學排名指標體系。 
 其主要貢獻在於運用模糊德菲術求得各個指標的相對權重，有助於得

知各個指標之重要性，且雖其受試樣本最後僅有 20 位，依據 Reza 和

Vassilis(1988)認為 Delphi 法樣本數以 10 到 15 個意見參與者即已足夠。因

此，其分析結果還算可靠。然而，其主要問題在於填答者的組成，該論文

亦於文中論及大學的角色越趨複雜，所參與的社群不僅有大學的學者團

體，更包括外在的社會利益團體，其意見亦可納入。 
有鑒於該論文之研究對象與本研究同為教育機構，且其分析之相對權

重有助於本研究在指標上之取捨，因此研究者將其建構之指標與權重節錄

如下表 2-4-1： 
 
表 2-4-1：台灣地區大學排名指標構面之權重 

指標構面 
構面權重

指標權重

構面一：學校資源 .100 
1.每生之學校年度經費總額平均 .048 
2.每生平均年度學校圖書設備經費 .052 
構面二：學校課程與教學品質 .125 
1.師生比 .065 
2.大學生對大學課程的評價 .060 
構面三：研究表現 .117 
1.全體教師平均獲得研究獎助數 .015 
2.曾獲國家層級學術獎項之教師比率 .015 
3.具全國性專業學會院士成員身份之教師比例 .015 
4.全體教師在 SCI、SSCI 等收錄期刊之論文發表平均數 .014 
5.全體教師在 SCI、SSCI 等收錄期刊之論文平均被引用次數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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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全體教師刊載於國內有外審制度期刊與研討會之論文平均數 .014 
7.全體教師發表於國際研討會之論文平均數 .015 
8.全體教師專書出版之平均數 .014 
構面四：國際化 .097 
1.國際學生比率 .032 
2.國際教師比率 .030 
3.全校國際合作計畫件數 .035 
構面五：教師素質 .127 
1.具博士學位之專任教師比例 .044 
2.專任教師中教授所佔之比例 .042 
3.專任教師比率 .041 
構面六：學生素質 .115 
1.新生甄選入學接受率 .049 
2.以考試分發入學心生之學科測驗平均成績 .066 
構面七：學生與畢業校友表現 .115 
1.五年內學生贏得全國性學術獎項數 .037 
2.該年度畢業生就業及繼續唸研究所的比例 .041 
3.學以致用率(該年度畢業生就業性質與大學專業相關之比率) .037 
構面八：大學聲望 .116 
1.國內學術同儕聲望調查 .040 
2.雇主對畢業生之滿意度評價 .037 
3.畢業生對母校評價 .039 
構面九：校園弱勢關懷 .088 
1.招收弱勢學生 .028 
2.大學生平均在校工讀時數 .027 
3.學校年度經費作為清寒學生補助之比例 .033 
資料來源：台灣地區大學排名指標建構之研究(頁 114)，湯家偉，2006，國

立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台北。 
 

四、大學三大功能表現指標評估模式之建構與驗證性研究 

 李芊慧、吳裕益和蔡清華(2003)所發表的「大學三大功能表現指標評

估模式之建構與驗證性研究」研討會會議論文，係以大學三大功能(教學、

研究與服務)的表現指標為主題。其主要係以修訂自黃政傑和李隆盛(1998)
《大學校務綜合評鑑指標建構之研究》的研究結果中，選取「最重要與次

重要且適宜做校際評比者」，作為初步指標，並精簡編製成「台灣一般大

學校院三大功能表現指標重要性評估調查問卷」，採 Likert 7 點量表方式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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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 2 

 86

計，受試者就各個指標填答加權值，加權值的得分表示各指標對大學三大

功能表現的影響方向與重要程度。 
 採問卷調查法，分別邀請高等教育學者、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相關主管

與國內 54 所公私立大學院長等三類樣本進行施測，總計樣本數為 246 人，

實際回收數為 122 人，回收率為 49.59%。該研究分析區分為兩部分，首先

係探討不同背景專家在評估大學校院三大功能表現前 10 項重要指標上的

差異，其透過多向度量度化方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MDS)決定各指標

重要性評估分析的最佳向度，接著再以平均數法進行排序，歸納出三大功

能表現的最重要前 10 項指標。同時，比較不同樣本(高等教育學者、高教

司相關主管、各學院院長)評估的差異。其次，針對各項功能的表現指標進

行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其主要貢獻在於能找出大學三大功能表現之前 10 項重要指標，且分別

建立出大學在研究、教學、服務三大表現指標的因素結構模式。然而，其

不足之處主要在對於表現指標界定的混淆，如在本節第一部分對於高等教

育表現指標內涵之論述，本研究所稱之表現指標，事實上包含了學校投入

的資源、過程以及最後的產出，將其稱之為三大功能表現指標似乎不妥，

此一不足在研究者所表列之前 10 項重要教學表現之指標中，教學表現缺

乏直接具體可代表之指標(多傾向投入面)，與研究表現此一面向上有顯著

的不同(多傾向產出面)。 
有鑒於該論文之研究對象為與本研究同為高等教育機構，且其分析之

相對排序有助於本研究在指標上之取捨，因此研究者將其建構之指標與排

序摘錄轉引如下表 2-4-2： 
 

表 2-4-2：前 10 項大學三大功能表現指標平均數排序結果摘要表 
排序 研究表現 教學表現 服務表現 

1 每師發表篇數 圖書資源總數 任專業諮詢教師數 

2 教師發表被引用率 專業圖書資源比 教師參與推教比 

3 教師研究獲獎率 圖書館使用率 行政支援比 

4 每師研究補助數 教學評鑑制度 舉辦畢輔活動數 

5 教師獲傑出獎數 博士專任教師比 學術網路使用率 

6 每師研究支出 每生圖書資源數 師生比 

7 專業圖書資源比 師生比 學生工讀機會 

8 圖書資源總數 學術網路使用率 任期刊編輯師數 

9 博士專任教師比 圖書經費支出比 推教收入比 

10 研究中心成果數 圖書館開放率 圖書館開放率 

 
 分析整理國內以大專校院指標為題之研究，大致可歸納出四個研究主

軸：(1)求取投入指標對產出指標之解釋力；(2)因應大學評鑑建構評鑑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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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3)順應大學排名趨勢建構指標權重；(4)以驗證性因素分析佐證評鑑

架構。除本研究介紹之四篇外，尚包括：王保進(1993)、劉莉貞(2004)、黃

政傑和李隆盛(1998)、黃聖凱(2000)、林俐孜(2005)、廖冠力(2002)、呂美

霓(2003)、李怡穎(2001)、莊清寶(2006)等人。其所選用的方式多以文獻分

析法整理國內外之成果，再以問卷調查或是德菲術等方式凝聚共識，為高

等教育指標累積了豐厚的研究成果。不僅在實務的評鑑工作推動，或者後

人對於評鑑指標的更新充實，皆提供堅實的基礎。然而，較為可惜的在於

國內指標研究皆著重在表現指標或是績效指標，忽視投入指標與投入與產

出關係的連結，建構出來的指標系統，若直接用作評比，在大學權屬別、

學門別、投入資源此種環境變數所造成之影響無法有效排除的情況下，將

因其公平性而使評比結果的實用性受到限制；此外，除了馬信行(1986)以
實證數據與統計分析的方式為指標的可用性實地的做了演練，並計算出解

釋力外，大部分仍舊以專家學者的意見為核心，對於各個指標的適用性與

效果，欠缺直接的衡量。換言之，指標是否適切，是否真能充分表現學校

在該層面之特質，仍舊停留在專家學者的經驗法則以及裁量。綜此，本研

究可謂是在前人的基礎上，透過實證的方式，檢視各個指標的效果，並促

使投入與產出面的結合更為緊密而做努力。 
綜上所述，有關本研究所舉之 4 篇大專校院各項指標之重要研究成

果，研究者整理如表 2-4-3 所示。 
 

表 2-4-3：高等教育指標之重要研究成果彙整表 
序

號 
文獻名稱 

作者 

(年代) 
出版 統計技術 研究成果 

1 
影響我國高等教

育機構研究出產

力之因素 

馬信行 
(1986) 

期刊

回歸 

單因子變異數分

析 

中、英文期刊數、教師擁有博

士、碩士學位數、專任教師

數，與研究產出正相關。 

2 
我國大學教育指

標建構之研究 

張美蓮 

(1996) 
碩士

論文

次數分配、百分

比、平均數及標

準差 

建構共 10 個構面，102 項指

標 

3 
台灣地區大學排

名指標建構之研

究 

湯家偉 
(2006) 

碩士

論文
模糊德菲術 

建構共 9 個構面，29 項指標，

並運用模糊德菲術求得各項

指標之相對權重 

4 

大學三大功能表

現指標評估模式

之建構與驗證性

研究 

李芊慧、吳

裕益和蔡

清華 

(2003) 

會議

論文

多向度量度化方

法、驗證性因素

分析 

排序大學三大功能前 10 項重

要指標，並建立出大學在研

究、教學、服務等三大功能上

之表現指標的因素結構模式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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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高等教育指標之實務應用 

世界各國對教育指標的研究與努力，以美國發展最早，其他大都起源

於 80 年代，而於 90 年代達到高峰。目前有系統的發展大學教育指標的國

家有：美國、英國、澳大利亞、荷蘭以及芬蘭等國；而國際性的教育指標

活動，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世界銀行、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等機構推動，

其中以 OECD 的國際教育指標計畫最為著名。而廣泛應用於實務上之排名

或評鑑，則首推 1983 年美國「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以學術聲譽調查方

式，公佈了第一次單一國家全國性大學排名。90 年代，各國陸續跟進，加

拿大「麥克林」(the Maclean’s)、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日本「朝

日新聞」(Asahi Shimbum)、德國「高等教育發展中心」(the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等，競相公佈該國第一次全國性排名。而上海交通

大學於 2003 年 6 月率先公佈了第一份全球性的大學排名，可謂將大學排

名推向國際競爭的平台。我國對於大學校院之評鑑向來由教育部推動，官

方評鑑向來以不排名為原則，且多半不公開。然而，受到大眾對於大學辦

學資訊取得的渴求，因此，《遠見雜誌》於 1996 年公佈的「大學學術聲望

調查」當時可謂開國內風氣之先。以下茲舉國內外著名的高等教育指標應

用之例子，並介紹評鑑的設計、以及所選用之指標作為比較。 
 

一、大學系所評鑑 

 教育部高教司於 2006 年委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推動

大學系所評鑑，首波執行期間自 2006 年 1 月 1 日起至 2010 年 12 月 31 日

止，共計 5 個年度，全國 79 所大學校院以每五年為循環週期接受評鑑。

在「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實施計畫」中係以學門為分類單位，全國公私立大

學校院之系所共分為 46 個學門，以因應大學校院系所性質之多樣性，並

確實做到專業同儕的訪視評鑑，評鑑內容與標準涵蓋：(1)目標、特色與自

我改善；(2)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3)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4)研究與專

業表現；(5)畢業生表現等五個評鑑項目。五個評鑑項目結果總分為 100 分，

考量學門特性之差異設計不同的配分權重。 
 在評鑑組成上，小組成員遴聘係以具有高等教育教學經驗之教授、系

所主管與相關業界代表，並訂有利益迴避條款。每一個年度整體評鑑時程

計分為：(1)前置作業階段；(2)自我評鑑階段；(3)實地訪評階段；(4)結果

決定與訪評後續階段。實地訪評時以一個系所接受兩天之實際訪視評鑑為

原則，採實地設施觀察、座(晤)談、教學現場訪視、資料檢閱及問卷調查

為蒐集方法。評鑑結果則依據受評單位自我評鑑報告以及實地訪評結果，

由實地訪評小組綜合相關資訊後作出結果建議，提交系所評鑑規劃委員會

決議，並提交董事會後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確認公佈。由於系所評鑑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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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大學校院系所品質改善並進行認可，因此，根據評鑑結果分為「通過」

(70 分以上)、「待觀察」(60 分至 69 分)及「未通過」(低於 60 分)三種認可

結果，並以 5 年作為認可有效期限。此外，教育部亦依評鑑結果作為系所

名額調整之依據。 
 此次評鑑的指標性意義在於，國內首度成立專責性的評鑑機構，並透

過五年一個循環的評鑑，真正使得我國評鑑走向專業化。此外，以認可制

的精神，有助於國內各系所定期檢視辦學成效。配合系所名額調整以及評

鑑結果的公佈，將可敦促評鑑表現不佳的系所積極尋求自我改善。 
有鑒於該評鑑對象與本研究同為高等教育機構，因此為期找到符合本

研究所需之衡鑑指標，研究者爰將其所納入分析之各指標節錄如下表

2-4-4： 
 
表 2-4-4：大學系所評鑑參考效標 
序

號 
指標 參考效標 

系所設立宗旨及教育目標與校務發展計畫之相符程度為何？ 

系所師生對教育目標的認同為何？ 

系所教育目標反映在教學與學習之活動為何？ 

系所自我評鑑機制之組織與運作為何？ 

系所與相關系所相較下之辦學特色為何？ 

1 
目標、特

色 與 自

我改善 

系所自我改善之機制與成效為何？ 

系所規劃課程架構之理念為何？系所課程架構和內容與設立宗旨及教育目標間之關係為何？

系所負責課程規劃設計之機制為何？定期開會及決議執行情形為何？ 

系所提供學生有關修課輔導的方式為何？ 

系所根據師生對課程意見回饋，檢討修正課程規劃與實施情形為何？ 

專兼任教師之數量與素質是否滿足教學和學生學習需求程度？ 

系所是否確保學生充分了解學科之教學目標與內容？ 

系所空間與設備，是否滿足教師教學與研究所需？ 

教師教學科目是否與個人學術研究領域相結合，以及教學工作負擔是否合理？ 

系所提供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管道與機會，以及獎勵教師卓越教學表現的情形為何？

2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師教學 

教師根據學生教學意見反映，進行教學改進與提升教學品質的程度為何？ 

系所開課是否滿足學生需求，達成有效學習之目標？ 

系所教師運用多元教學和提供學生學習作業與學習評量情形如何？ 

系所圖書儀器、資訊科技、實驗室、或專科教室設備如何？數量與品質能否符合學生學習之需求？ 

系所管理與維護圖書儀器、資訊科技、實驗室、與專科教室設備的辦法和執行情形

如何？是否有專門人力提供教學等相關支援服務？ 

系所學生參與校內外競賽之成績表現情形為何？ 

3 學 生 學

習 與 學

生事務 

系所提供學生學習輔導、生活輔導和生涯輔導等措施及執行成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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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制及系所教師提供學生特地晤談時間之執行成效如何？ 

系所提供學生各種相關課外學習活動為何？ 

系所學生校內獲得獎助學金、工讀等情形如何？ 

學生在校內是否充分獲得獎助學金工讀之機會？ 

系所輔導學生會運作，並建立學生意見反映與回饋之機制為何？ 

系所是否提供國際學生進修管道並給予輔導？ 

系所是否鼓勵學生參與國際學習活動？ 

系所學生通過外語檢定測驗之情形？ 

研究生與論文指導教授互動情形如何？ 

教師研究與專業表現成果之數量與品質為何？ 

系所師生參與國內和國際學術或創新活動之情形如何？ 

教師申請和獲得研究計畫獎補助情形如何？系所產、官、學、研合作之成效如何？

教師參與整合性研究之成果如何？ 

教師研究與專業表現與社會、經濟、文化與科技發展需求之相關性如何？ 

教師提供社會專業服務之成效如何？ 

教師指導研究生的情形為何？ 

系所碩博士生之數量與品質為何？ 

4 
研 究 與

專 業 表

現 

研究生的研究與專業表現之成果或出版狀況為何？ 

畢業生專業能力符合系所教育目標之程度為何？ 

畢業生在升學與就業之表現為何？ 

畢業生在校所學與畢業後就業是否有關聯？ 
5 

畢業生

表現 

系所蒐集並參考畢業生與相關機構或人員之意見，作為系所持續品質改善之作法為何？ 

 

二、大學校務評鑑 

教育部高教司於 2004 年委託國內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首次針對全

國 76 所大學校院(教育部高教司所業管，不包括技職校院)進行校務評鑑，

執行期間自 93 年 7 月 1 日至 94 年 9 月 30 日止。乃係自 1997 年「大學綜

合評鑑試辦計畫」以來，首次大規模制度性的推動大學校務評鑑工作。在

「大學校務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中，主要分成「校務類組」及「專業類

組」進行評鑑，並分別採用「質性」與「量化」評鑑指標。校務類組分為

教學特色、教學資源、國際化程度、推廣服務、訓輔、通識教育、行政支

援等 7 面向指標；專業類組分為師資、教學、研究等 3 面向指標。 
評鑑項目及指標的擬定係經由蒐集國內外相關評鑑資料、公聽會、問

卷調查、專家座談、指導委員會(由王汎森等 22 位專家學者組成)審查以及

教育部核定等程序確立。其次，在受評學校方面，校務類組考量設校時間

與學校性質區分為 9 組：(1)國立一；(2)國立二；(3)師範組；(4)藝體組；

(5)私校一；(6)私校二；(7)私校三；(8)醫學組；(9)軍警組。而在專業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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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量學術領域博大，區分為六大專業類組進行：(1)人文、藝術與運動類組；

(2)社會科學(含教育)類組；(3)自然科學類組；(4)工程類組；(5)醫藥衛生類

組；(6)農學類組。評鑑委員之組成包含大學校院主管、領域資深教授以及

業界代表，評鑑過程則以問卷調查與實地訪評進行，評鑑結果係呈現每一

個專業領域及校務項目「表現較佳」與「表現較弱」的學校名單，兩類別

中不再做排名。其最值得一提的是，藉由此次評鑑建置了「教育部公私立

大學校務評鑑資訊系統」，不僅涵蓋面向鉅細靡遺，且蒐羅了各校校務資

料，並予以公開，可提供後進研究者極佳的研究素材。 
有鑒於該評鑑對象與本研究同為高等教育機構，因此為期找到符合本

研究所需之衡鑑指標，研究者爰將其所納入分析之各指標及操作型定義按

投入指標與產出指標節錄如下表 2-4-5： 
 
表 2-4-5：大學校務評鑑量化評鑑指標(含校務類組暨專業類組) 

校務類組 
一、教學資源 

指標項目 操作型定義 備註 
1.平均每位學生儀器設備經費 儀器設備經費/學生總人數(儀器設備含實驗

室、電腦、攝影棚、錄音設備、語言教室…
等等與教學相關之設備) 

 

2.平均每位學生圖書等經費 全校圖書等總經費/學生總人數  
3.平均每位學生教學研究及訓輔

經費 
學生教學研究及訓輔經費/學生總人數  

4.平均每位學生中、外文圖書冊

數 
中、外文圖書總冊數/學生總人數  

5.中、外文紙本期刊種類數 中、外文紙本期刊種類數  
6.校舍面積情況 (實有校舍面積-應有校舍面積)/應有校舍面

積*100% 
 

二、國際化程度 

指標項目 操作型定義 備註 
1.全校招收外國學生之比例 招收外國學生人數 / 全校學生總人數

*100%(不含華語學習學生) 
 

2.全校開設全英語授課課程之比

例 
全校開設全英語授課之課程數/全校課程總

數*100% 
 

3.全校學生通過中級英文檢定等

級考試之比例 
在校學生參加中級英文檢定等級考試之通

過人數/學生總人數*100% 
 

4.全校外籍教師比例 外籍教師總人數/全校專任教師總人數 外籍教師係指不持有中華民

國護照者。 
5.全校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期

刊 SCI、SSCI、AHCI 論文數 
專任教師發表 SCI、SSCI、AHCI 期刊論文

總數/專任教師總人數 
 

6.全校平均每位專任教師國外發

表研討會論文(對外公開徵稿

並有審稿制度之研討會論文)  

專任教師國外發表研討會論文總數(對外公

開徵稿並有審稿制度之研討會論文)/專任教

師總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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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全校國際合作計畫件數 全校與國際(含大陸地區)單位合作計畫總件

數 
 

三、推廣服務 

指標項目 操作型定義 備註 
1.全校推廣教育總收入金額 全校推廣教育總收入金額  
2.全校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推廣教

育收入 
推廣教育總收入金額/專任教師總人數  

3.全校辦理推廣教育之專兼任教

師比例  
推廣教育之專任教師/推廣教育之兼任教師 專任教師：指推廣教育課程之自聘

之專任教師；兼任教師：指推廣教

育課程自聘之兼任教師。 
4.推廣教育開課時數與正規教學

時數之比例 
推廣教育開課時數/正規教學時數  

四、訓輔 

指標項目 操作型定義 備註 
1.全校平均每位學生參加社團人

次 
參與社團學生人次/全校學生總人數  

2.全校學生申請就學貸款之人數

比例 
學生申請就學貸款的總人數/全校學生總人

數 
 

3.全校平均每位學生在校工讀時

數 
全校學生在校工讀總時數/全校學生總人數  

4.全校舉辦學生就業輔導之活動

總數 
全校舉辦學生就業輔導之活動總數(以學校

擔任主辦單位之活動為準) 
 

五、通識教育 

指標項目 操作型定義 備註 
1.全校平均廣義通識學分比重  Σ(各系應修通識課程及共同科最低學分數/

各系規定畢業學分數)/各系加總 
 

2.全校平均通識課程學分比重  Σ(各系應修通識課程最低學分數/各系規定

畢業學分數)/各系加總 
 

3.全校平均共同科課程學分比重  Σ(各系應修共同科課程最低學分數/各系規定

畢業學分數)/各系加總 
 

六、行政支援 

指標項目 操作型定義 備註 
1.全校專任教師與行政支援人力

比 
專任教師總人數/行政支援人力總數 行政支援人力含編制內外及

外包之全時人員。 
2.全校學生與行政支援人力比  學生總人數/行政支援人力總數  
3.平均每位專任助理教授以上之

研究室間數 
學校教師研究室間數/專任助理教授以上人

數 
 

4.平均每位專任講師以上之研究

室間數 
學校教師研究室間數/專任講師以上人數  

專業類組 
一、師資   

指標項目 操作型定義 備註 
1.類組加權生師比  類組學生加權總人數/類組專、兼任教師總人

數 
參考「大學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

生名額採總量發展方式審查作業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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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類組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所占比

例 
類組專任助理教授以上人數/類組專任教師

總人數 
 

3.類組專任教師中教授所占比例 類組專任教授人數/類組專任教師總人數  

4.類組專任教師中博士學位所占

比例 
類組專任教師中具博士學位人數/類組專任

教師總人數 
 

5.類組一般生師比 類組學生總人數/類組專、兼任教師總人數  

6.類組聘任專任外籍教師授課比

例 
類組聘任專任外籍教師人數/類組專、兼任教

師總人數 
 

7.類組兼任教師與專任教師之比

例 
類組兼任教師總人數/類組專任教師總人數  

二、教學 
指標項目 操作型定義 備註 

1.類組專兼任教師每週正規教學

實際授課時數與學生數之比例 
類組專兼任教師正規教學實際授課總時數/
類組學生總人數 

教師正規教學實際授課總時

數：以上下學期開課之時數合

計（週合計） 
2.類組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每週實

際授課總時數 
類組專任教師每週實際授課總時數/類組專

任教師總人數 
1.正規教學與推廣課程合計。

2.推廣教育時數以學分班之時

數填列。 
3.類組大學部平均規定畢業最低

學分數 
類組各系規定畢業之學分總數/類組大學部

總數 
 

4.類組研究所平均規定畢業最低

學分數 
類組各研究所規定畢業之學分總數/類組研

究所總數 
 

5.類組系所平均開課學分數 類組系所開課學分總數/類組系所總數  
6.類組系所平均選修課程學分數 類組系所開出選修課程學分總數/類組系所

總數 
 

7.類組系所選修科目學分的比例 Σ類組(選修學分數/畢業規定總學分數)/類組

系所總數 
 

8.類組開設全英語授課課程之比

例 
類組開設全英語授課之課程數/類組課程總

數*100% 
 

9.類組大學部兼任教師擔任必修

課總學分數與必修課程學分總

數之比例 

類組大學部兼任教師擔任必修課總學分數/
類組大學部必修課總學分數 

 

10.類組研究生數占類組學生總

人數比例 
類組研究生數/類組學生總人數  

11.類組修習輔系學生比例 類組修習輔系學生人數/類組學生總人數  
12.類組修習雙主修學生比例 類組修習雙主修學生人數/類組學生總人數  
13.類組校際選課學生比例 類組校際選課學生人數/類組學生總人數  
14.類組學生報到率 類組實際報到人數/類組應到人數*100%  
15.類組學生畢業率 類組畢業班之畢業總人數/類組畢業班之入

學總人數*100% 
 

16.類組學生退學率 類組該學年度退學人數/類組該學年度學生

總人數*100% 
 

三、研究 
指標項目 操作型定義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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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 2 

 94

1. 類組專任教師發表 SCI 、
SSCI、AHCI 期刊論文總數 

類組專任教師發表 SCI、SSCI、AHCI 期刊

論文總數 
 

2.類組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

SCI、SSCI、AHCI 期刊論文數 
類組專任教師發表 SCI、SSCI、AHCI 期刊

論文總數/類組專任教師總人數 
 

3.類組專任教師發表 EI 期刊論

文總數 
類組專任教師發表 EI 期刊論文總數 自然科學類組、工程類組、農

學類組及醫藥衛生類組適用。

4.類組專任教師發表 TSSCI 期刊

論文總數 
類組專任教師發表 TSSCI 期刊論文總數 社會科學(含教育)類組適用。

5.類組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

TSSCI 期刊論文數 
類組專任教師發表 TSSCI 期刊論文總數/類
組專任教師總人數 

 

6.類組 SCI、SSCI、AHCI 論文平

均被引用次數 
類組五年內 SCI、SSCI、AHCI 論文被引用次

數/類組五年內 SCI、SSCI、AHCI 論文總篇數

 

7.類組專任教師發表於具審查制

之期刊論文總數(SCI、SSCI、
AHCI 及 TSSCI 除外) 

類組專任教師發表於具審查制之期刊論文

總數(SCI、SSCI、AHCI 及 TSSCI 除外) 
人文、藝術與運動類組及社會

科學(含教育)類組適用 

8.類組平均每位專任教師國外發

表研討會論文數(對外公開徵稿

並有審稿制度之研討會論文) 

類組專任教師國外發表研討會論文總數(對
外公開徵稿並有審稿制度之研討會論文)/類
組專任教師總人數 

 

9.類組平均每位專任教師國內發

表研討會論文數(對外公開徵稿

並有審稿制度之研討會論文)  

類組專任教師國內發表研討會論文總數(對
外公開徵稿並有審稿制度之研討會論文)/類
組專任教師總人數 

 

10.類組專任教師發表具審查機

制之專書總數 
類組專任教師發表具審查機制之專書總數

（含創作作品集） 
人文、藝術與運動類組及社會科

學(含教育)類組適用。 
11.類組專任教師發表之專書總

數 
類組專任教師發表之專書總數（含創作作品

集） 
人文、藝術與運動類組及社會科

學(含教育)類組適用。 
12.類組每位專任教師發表具審

查機制之專書論文、百科全書章

節及傳記總數 

類組每位專任教師發表具審查機制之專書

論文、百科全書章節及傳記總數 
人文、藝術與運動類組及社會

科學(含教育)類組適用。 

13.類組專任教師於國科會學術

研究計畫總件數 
類組專任教師於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總件

數 
不含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 

14.類組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於國

科會學術研究計畫件數 
類組專任教師於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件數/
類組專任教師總人數 

不含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 

15.類組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於國

科會學術研究計畫金額 
類組專任教師於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總金

額/類組專任教師總人數 
不含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 

16.類組專任教師於國科會之外

研究計畫總金額 
類組專任教師於國科會之外研究計畫總金

額 
包含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 

17.類組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於國

科會之外研究計畫金額 
類組專任教師於國科會之外研究計畫總金

額/類組專任教師總人數 
包含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 

18.類組專任教師在公開場合舉

辦之具審查制度之個人展演場

次總數 

類組專任教師在公開場合舉辦之具審查制

度之個人展演場次總數 
人文藝術運動類組適用。 

19.類組專任教師獲准專利總數 類組專任教師獲准專利總數 專利數之計算以當年度核准

（核發證書之日期為基準）之

專利為限，而非在申請中或公

告中之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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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類組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准

專利數 
類組專任教師獲准專利總數/類組專任教師

總人數 
同「指標項目 19」之備註欄說

明。 
21.類組專任教師擔任國內外有

審查制度專業期刊、學報編審之

比例 

類組專任教師擔任國內外有審查制度專業期

刊、學報編審之總人次/類組專任教師總人數 
 

22.類組專任教師獲全國性或國

際性學術榮譽獎人次 
類組專任教師獲全國性或國際性學術榮譽

獎人次 
含藝術、文學、創作、設計、展

演、運動競賽等。 
23.類組博士班學生數佔類組學

生之比例 
類組博士班學生總人數/類組學生總人數  

24.類組博士班學生數佔類組研

究生之比例 
類組博士班學生總人數/類組研究生總人數  

資料來源：大學校務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2004，
2006 年 10 月 13 日，取自 http://ua.twaea.org.tw/ 

 

三、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刊(U.S. News & World Report)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刊於 1983 年首次進行大學的排名，最初是每兩

年一次，至 1987 年改為每年一次，並將研究所商業、工程、法律和醫學

等四類專業教育納入排名，排名的結果先在雜誌上刊登，然後加入其他資

料出版成「美國最佳學府」(America’s Best College)一書，供有興趣的民眾

參考。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刊前三次的排名，主要是依據大學校長對各校

學術聲望的意見，但為了更有效而客觀的進行排名，自 1988 年起，聲望

調查的結果只佔了 25%，而其他較客觀的資料則佔 75%，在排名指標上則

發展的更為多元，加入更多教育「投入」與「產出」的各種指標，並給予

不同權重比例，加總而得之學校總分作為排名，此外，因應不同類型的學

校特性，在分項配分則有所調整(見表 2-4-6)。大體上按照三個程序：(1)
選定排名學校並參考美國卡內基基金會的標準將大學分類；(2)根據 15 項

衡量大學學術品質指標蒐集國內大學資料並製表計分；(3)大學依不同分類

作排名。資料取得的途徑，在「學術同儕聲望調查」一項是根據美國各大

專院校校長、副校長、院長的意見調查。其餘則來自於民間公司、政府部

門、學術團體、教育資料彙整中心以及 U.S. News 對各校所作之問卷調查

所匯集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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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6：U.S. News & World Reports 大學排名指標體系與權重 
不同大學分類之權重 子因素權重 

評分項目 

全國性博

士型大學

與文理學

院 

碩士型綜

合大學與

學士型綜

合大學 

次指標 

全國性博

士型大學

與文理學

院 

碩士型綜

合大學與

學士型綜

合大學 

學術同儕聲望

調查 
25% 25% 學術同儕聲望調查 100% 100% 

學生申請入學的接受率 10% 10% 
高中成績排名前 10%的學生比率 40% 0% 
高中成績排名前 25%的學生比率 0% 40% 

學生素質 15% 15% 

入學成績 50% 50% 
教師酬賞 35% 35 
有博士學位之教師數 15% 15 
專任教師比率 5% 5% 
生師比 5% 5% 
20 位以下學生班級比率 30% 30% 

教師資源 20% 20% 

50 位以上學生班級比率 10% 10% 
平均畢業率 80% 80% 畢業率與保留

率 20% 25% 
平均大一新生保留率 20% 20% 

經濟資源 10% 10% 平均每生獲得之教育資源 100% 100% 
校友捐贈比率 5% 5% 平均校友捐贈比率 100% 100% 
畢業表現 5% 0% 畢業率表現 100% 0% 
總分 100% 100% -- 100% 100% 

資料來源：Undergraduate ranking criteria and weights, by U.S. News & 
World Reports, 2005 

 
有鑒於該調查對象與本研究同為教育機構，因此為期找到符合本研究

所需之衡鑑指標，研究者爰將其所納入分析之各指標及操作型定義按投入

指標與產出指標節錄如下： 
 
(一)投入指標：教師酬賞(教師薪水福利)、有博士學位之教師數、專任教師

比率、班級規模、學生申請入學的接受率(acceptance rate)、高中成績排名

前 10%學生比率、高中成績排名前 25%學生比率、入學成績(SAT & 
ACTS)、經濟資源(每位學生在教學研究以及服務等教育相關花費上平均所

的之經濟資源)。  
(二)產出指標：學術同儕聲望調查、平均畢業率(6 年內畢業的學生百分比)、
平均大一新生保留率(大一新生回到校園就讀的大二學生的比率)、校友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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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比率、畢業率表現(指預估的畢業率與實際的畢業率之間的差距)。 
 

四、我國大學學術聲譽排名之研究 

 國內民間媒體進行大學排名始於《遠見雜誌》1996 年公佈的「大學學

術聲望調查」，其後 2000 年中國時報針對台灣地區 1690 位高三學生進行

「高中生心目中的理想學校排序調查」。近年則有包括《天下雜誌》的「最

佳大學指南」、《Cheers》的「最佳研究所指南」等專刊。平面媒體所做的

排名，泰半係以入學生作為閱讀的對象，其所提供的排名結果因其指標建

構缺乏實證基礎、問卷資料蒐集皆不甚嚴謹，且多流於主觀性的聲望調

查，僅能反映出社會普遍之觀感，效果有限。淡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於 2003 年 6 月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為研究標竿進行「我國大學學

術聲譽排名之研究」為國內首次非官方研究中心所進行的大學排名工作(官
方未曾依評鑑結果對大學進行排名)，意義深遠。 
 該中心係針對其所著《以卡內基高等教育機構分類表研究我國大專院

校之分類》於 2002 年 6 月蒐集國內 139 所大專校院 1998 年至 2000 年之

博士、碩士、學士、專士畢業生之人數，並加以分類。其中共有 18 所大

學屬於博士型：研究型大學；25 所屬於碩士型大學。而此次「我國大學學

術聲譽排名之研究」即是以此 43 所學校為研究對象，參考「美國新聞與

世界報導」之指標與加權百分比，經過修正建立指標系統(見表 2-4-7)並編

製調查問卷。調查問卷包含兩部分：第一是同儕學術聲譽評比調查表，係

以 43 所被評量大學中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及部分學

校教育學院院長共 208 人(回收 123 人，回收率 59.10%)，以 1 至 5 個選項

評比各校學術聲譽之優劣；第二則是各校教育統計資料調查表，以各校之

教務處、人事室、會計室、研發處、校友服務處與電算中心共 258 個單位

為問卷發放對象。 
 本研究以實證角度首次推動大學排名具有相當大的指標意義，特別引

進學術聲譽一項，雖經常於國內文獻提及，卻尚未有人實際評估，此為最

主要之貢獻。然而，其根本性的問題在於受訪學校不認同、指標定義認知

不清、官方資料庫建構不全。造成回收之數據不如預期，也難以呈現評比

之結果。其突顯出國內高等教育資料庫之缺乏，不利於教育研究與政策決

斷之參酌。值得慶幸的是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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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收集國內 76 所大學校院 90、91、92 三個學年度之

資料，可提供高等教育研究者更多分析之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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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 2 

 98

表 2-4-7：我國大學學術聲譽排名指標系統 
指標 
項目 

分類 
權重 

分項指標 操作型定義 
指標

權重

學術聲譽 25% 學術界調查 
國內各大專院校之校長、副校長、

教育學院院長之調查 
100%

研究生人數比率 碩博士生總人數/全校學生總數 50%
學生素質 10% 

碩博士班研究生比例 博士生總人數/碩士生總人數 50%
助理教授以上職級之

專任教師比例 
助理教授、副教授、教授/專任教

師總數 
25%

教師具有博士學位之

比例 
專任教師具有博士學位人數/專任

教師總數 
25%

專任教師比例 專任教師總數/兼任教師總數 25%

教師資源 20% 

師生比 專任教師總數/學生總數 25%
財務資源 15% 每生單位成本 教育總支出/學生總人數 100%

研究成果 12% 教育研究風氣指數 
專任教師獲得研究經費總額/專任

教師總數 
100%

續學率 5% 大一新生續學率 
大二學生註冊總人數/上學年大一

學生註冊總人數 
100%

畢業率 5% 結業率 年度畢業生總數/該屆入學學生數 100%
平均電腦接點數 全校電腦接點總數/全校師生人數 50%

數位環境 10% 
平均每人電腦台數 全校電腦總數/全校師生人數 50%

資料來源：我國大學學術聲譽與學門排名研究實施之比較：資料蒐集之檢

討與反省(頁 184)，陳伯璋和侯永琪，2004，載於淡江大學高等

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主編二十一世紀高等教育的挑戰與回

應：趨勢、課程、治理。台北：高等教育。 
 

五、世界大學學術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ARWU) 
 上海交通大學於 2003 年 6 月率先公佈了第一份全球性的大學排名：「世

界大學學術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ARWU)(2004 年

「時報高等教育增刊」(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公佈世界

大學排名，為第二份全球性大學排名)，至 2006 年已連續 4 年公佈排名結

果。其主要是採用國際認可的學術成果與學術表現作為主要評比指標，並

可大致分為四大類(見表 2-4-8)：(1)教育品質；(2)教師品質；(3)研究成果；

(4)機構規模。指標選用的標準是以國際可比性和客觀量化且已公開的資料

做為評比之依據，因獨以量化資料做為評比之依據，並不採用如「美國新

聞與世界報導」所蒐集的「聲譽調查資料」質化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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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學學術排名」受到國際高度注目的原因在於，其除了延續自

1983 年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刊所揭起的大學排名思維，更反映了 21 世

紀大學排名的國際化趨勢。此外，其雖名為學術排名，實則專注於大學在

研究功能上的產出表現(無論及教學)，更如實的呈現市場化競爭的高等教

育環境下，對於大學所扮演角色的期待。然而，是否真正評選出全球最佳

大學，不無爭議。學者們質疑，在跨國評比架構建制的公平性考量下，所

有指標僅代表世界一流大學所須具備的學術成就量化性的一面。此外，即

使強調客觀的量化指標，在公允性上也有爭議。首先如不同學門學術論文

產出的不均衡(擁有醫學與生命科學的大學，明顯優於社會人文藝術學科為

主的大學)；其次論文引用率方面，不同學門每篇論文平均引用次數差異極

大，如 1998 年至 2002 年，免疫學平均為 9.98 次、神經科學平均為 7.47
次，但農業科學、數學則平均各只有 2.16 次及 1.36 次；最後是英語是國

際學術通用語言，英語國家的大學自然比非英語系國家更容易在 SCI、SSCI
及《自然》與《科學》等學術期刊發表論文(侯永琪，2006)。 
 
表 2-4-8：2006 年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大學學術排名」指標與權重 

分類

指標 
分項指標 權重 操作型定義 

教育

品質 
畢業校友 10% 

獲得諾貝爾及菲爾茲獎校友人數。得分高低依畢業年度，每往前

推 10 年，降低 10%權重。如 1991-2000 年每人以 1 人計算；

1981-1990 年每人以 0.9 人計算，依次遞減。 

獲得重要獎項人數 20% 

獲得諾貝爾及菲爾茲獎教師人數。得分高低依畢業年度，每往前

推 10 年，降低 10%權重。如 1991-2000 年每人以 1 人計算；

1981-1990 年每人以 0.9 人計算，依次遞減。獲獎人同時署名兩

單位，各計 0.5 人。諾貝爾共同得獎者，以獎金比例分配權重。

教師

品質 
論文高度被引用研

究人數 
20% 

1981-1999 年間，在 21 個科學領域中，論文名列 ISIHighly 

Cited.com 高度引用之教師人數 

自然 (Nature)與科

學(Science)兩期刊

論文發表篇數 
20% 

2000-2004 年間，一所大學在自然與科學兩期刊論文發表篇數，

不包含評論與快訊。 
研究

成果 
SCI與SSCI論文數 20% 2004 年，一所大學發表論文被 SCI 及 SSCI 收錄的數量。 

機構

規模 
機構規模 (專任教

師數) 
10% 以上 5 項總分/專任教師數 

資料來源：誰是全球第一？解讀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大學排名(頁 34)，侯永

琪，2006，評鑑，3。 
 
有鑒於該排名對象與本研究同為高等教育機構，因此為期找到符合本

研究所需之衡鑑指標，研究者爰將其所納入分析之各指標及操作型定義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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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指標與產出指標節錄如下： 
 
(一)投入指標：機構規模(專任教師數)。  
(二)產出指標：畢業校友(獲得諾貝爾及菲爾茲獎校友人數)；獲得重要獎項

人數(獲得諾貝爾及菲爾茲獎教師人數)；論文高度被引用研究人數(論文名

列 ISIHighly Cited.com 高度引用之教師人數)；《自然》(Nature)與《科學》

(Science)兩期刊論文發表篇數；SCI 與 SSCI 論文數。 
 

六、英國研究評鑑制度(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 

 英國自 1986 年以降，每 4 至 5 年即辦理一次研究評鑑，業已於 1986
年、1989 年、1992 年、1996 年以及 2001 年分別評鑑完竣。其方式係先由

學校自我評鑑後，備妥相關資料，再由外部評鑑小組實地訪評(轉引自湯家

偉，2006)。評鑑活動係以學科為基礎劃分為 69 個評估單位，並成立 60 個

評鑑小組。評鑑小組係由 9 到 18 位委員編組而成，各委員來自於該特定

專業領域的傑出學術專家、外部之工商人士以及至少一位的國際專家學

者。評鑑時採同儕評量(由特定專業領域的傑出專家學者對同一專業領域內

從事科研工作者進行評估)，且尊重學門之間的差異，各評鑑小組的審查準

則有相當的彈性，能夠針對不同領域研究品質規劃不同的評鑑辦法。評鑑

內容大體分為兩項：(1)各研究者出版物與其他形式的公開研究作品的品

質；(2)該系所如何促進、組織以及監督其研究生產。評鑑結果的使用有二：

首先依綜合分數劃分等第後公開出版，以提供學生家長取得相關資訊；其

二是結合於各校經費撥款。 
 英國研究評鑑制度可謂反應英國市場化之教育傳統，以及重視績效責

任的一貫思維，其優點在於提供一套針對研究產出的評估機制，並不侷限

於數字的迷失，而係以該領域之專家的審查作為評估標準。然而，教學產

出之評估不如研究產出有量化數據可供計算，即便之教學專家亦難以評

量，教學效果更非如研究產出可於短時間反映。因此，以其作為撥款的準

據，以及出版公開後所產生之影響，恐有窄化大學教育目的之虞。不僅忽

略教學之功能，更在研究領域上驅使大學邁向功利化，而忽略注目性較低

的基礎研究。 
有鑒於該評鑑對象與本研究同為高等教育機構，因此為期找到符合本

研究所需之衡鑑指標，研究者爰將其所納入分析之各指標及指標內涵按產

出指標節錄如表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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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9：英國研究評鑑制度指標一覽表 
指標名稱 指標內涵 

研究成果 4年內最能反映個人學術水平的 4篇研究作品 

研究生與研究生獎學金 
每位研究者所指導的研究生數、研究獎學金發放狀況、所提

供之研究資源與訓練輔助 

外部的研究經費收入 每位研究者平均研究經費、各個研究者得到之研究獎助 

質性文字說明 
研究策略與架構、人事政策、研究人員獲得學界肯定之事

蹟、個別人員狀況、非活躍研究人員的貢獻、其他資訊 

 

 本研究整理蒐集國內外用於高等教育評鑑指標實務上之排名與評鑑方

案如表 2-4-10 所列。雖然所選用之指標各異其趣，但大體不出學校教育資

源、學校課程、教學品質、研究表現、服務表現、教師素質、學生素質、

學生與畢業校友表現、大學學術聲譽、國際化程度等。顯示國內外對於大

學之內涵具有相當的共識。然而，值得探討的在於指標的權重設定，以及

權重是否依評比對象而有所調整？本研究所整理之 6 項排名或評鑑方案皆

有權重的設定，亦有用來加總進行排名。此外，包括國內的大學系所評鑑、

大學校務評鑑、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英國研究評鑑制度，皆有依評比對

象不同而調整其權重。進一步分析，我國兩項評鑑與英國研究評鑑制度皆

是依學門不同而做調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則是依學校發展類型。而在

調整的手段上，我國兩項評鑑與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均是調整其權重之配

分，英國則是由各評鑑小組依據學門之間的差異擬定審查準則，顯然更具

彈性。最後，就排名或評鑑之目的而言，評鑑本身即是帶有政府機關行使

公權力之色彩，因此，多作為行政決策之用，包括撥款補助、招生名額核

准等；而排名則多為學術單位或平面媒體推動，因此，則多以提供閱聽人

資訊的角度為目的。 
 

表 2-4-10：高等教育指標之實務推動方案彙整表 
序

號 
方案名稱 制定機關 指標項目 目的 

1 
大學系所評

鑑 

財團法人高等

教育評鑑中心

基金會 

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研究與專業表現；畢業生

表現 

政府決策

依據 

2 
大學校務評

鑑 
社團法人台灣

評鑑協會 
略(詳見表) 

政府決策

依據 

3 
美國最佳學

府 

美國新聞與世

界報導 

投入項： 

教師酬賞、有博士學位之教師數、專任教師比

率、班級規模、學生申請入學的接受率(acceptance 

rate)、高中成績排名前 10%學生比率、高中成績

學生與家

長選校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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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前 25%學生比率、入學成績(SAT & ACTS)、

經濟資源(每位學生在教學研究以及服務等教育

相關花費上平均所的之經濟資源)。  

產出項： 

學術同儕聲望調查、平均畢業率、平均大一新生

保留率、校友捐贈比率、畢業率表現。 

4 
世界大學學

術排名 
上海交通大學 

投入項： 

機構規模(專任教師數) 

產出項： 

畢業校友(獲得諾貝爾及菲爾茲獎校友人數)；獲

得重要獎項人數(獲得諾貝爾及菲爾茲獎教師人

數 ) ； 論 文 高 度 被 引 用 研 究 人 數 (論文名列

ISIHighly Cited.com 高度引用之教師人數)；《自

然》(Nature)與《科學》(Science)兩期刊論文發表

篇數；SCI 與 SSCI 論文數。 

大學整體

品質表現

評估 

5 
我國大學學

術聲譽排名

之研究 

淡江大學高等

教育中心 

投入項： 

助理教授以上職級之專任教師比例、教師具有博

士學位之比例、專任教師比例、師生比、每生單

位成本、平均電腦接點數、平均每人電腦台數 

產出項： 

學術界調查、研究生人數比率、碩博士班研究生

比例、教育研究風氣指數、大一新生續學率、結

業率 

大學整體

品質表現

評估 

6 研究評鑑制度 研究評鑑 
產出項： 

研究成果、研究生與研究生獎學金、外部的研究

經費收入、質性文字說明 

政府撥款

補助依據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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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衡鑑指標的選擇與分析 
 本研究研究目的之一即在建立國內大學教學與研究之投入與產出性指

標系統，且由於 B. Golany and Y. Roll(1989)指出進行資料包絡法之分析，

首先應列出相關因素，並就指標的合理性進行第一階段的邏輯判斷。本研

究已彙整詳列包括以資料包絡法評估高等教育機構的各項投入與產出項

指標，以及實務應用與學術研究中所建構之高等教育指標系統，旨在提供

研究者對於衡鑑高等教育指標有一廣泛的視野，並作為指標挑選的指引。

然而，進行資料包絡法分析所需動用的指標，需兼顧指標之精簡性，Roll and 
Seroussy(1989)即指出：若投入與產出選取項目太多，會造成有效率之 DMU
數過多，而無法有效區隔出有效率與無效率。爰此，茲就各項指標之意涵

引申學理上之論證，以謀篩選出足茲代表的指標。另外，本研究採用「教

育部公私立大學校務資訊評鑑系統」(教育部委託中原大學建置)以及教育

部統計處之各項資料僅係提供表格性之原始資料，若欲置換成有意義性之

指標，仍需要研究者進一步根據學理依據進行換算，以下就指標意涵論述

如次。 
本研究參考 Johnes & Taylor(1990)運用生產模式作為評鑑大學的分析

架構，說明大學欲製造的產出以及製造這些產出需要的輸入。Johnes & 
Taylor 將大學的輸入粗分為四類：勞動力服務、資本供給、消耗品以及學

生；而大學的產出包括大學生的畢業率、畢業生的第一定向、研究的出版

品以及發明工作、社會諮詢服務工作。其所提出評鑑大學表現的分析架構

如下圖 2-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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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大學生產關係 
資料來源：Performance indicators in higher education. Johnes, J. and 

Taylor, J.,1990, Guildford,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一、投入指標構面 

投入指標係指對產出具有貢獻的各種資源，而產出則指達到組織目標

的具體化衡量項目。針對投入與產出指標的選擇，黃旭南(1993)提出應先

列出組織目標，即能建構評估準則。按英國 1985 年《教育綠皮書》指出，

高等教育的目標主要可分為三大類：(1)高品質的人力；(2)研究出產力；(3)
社會服務之利益，亦即大學教育之功能包括教學、研究及服務等三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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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之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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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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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 

諮詢設 

計工作 
畢業生 

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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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與本研究引用 Johnes & Taylor(1990)的架構相符，顯示此一觀點具有

一定之共識基礎。本研究依研究目的僅限縮討論教學與研究兩個功能，以

組織目標(抽象)回溯可具體化衡量指標(產出指標)，並參考文獻論述以邏輯

推論建構資源投入與具體化衡量指標之關係，並佐以實證研究結果與實務

運用，旨在令本研究之指標選擇具有足夠之學理基礎。 
在投入指標構面方面，因學校資源之投入有某些部分是無法明確分割

係屬於教學或是研究之投入，除 Johnes & Taylor(1990)的架構外，為進一

步以指標呈現架構的各個面向，玆就教學與研究方面各舉一學者之論述，

並循架構綜合討論。首先莊清寶(2006)蒐集相關文獻指出，保障大專校院

教學品質包括：(1)確保學校有充足校舍空間以進行教學；(2)避免教師負擔

過重，以維持教學品質；(3)確保學校有良好師資素質與結構。其次，Philip 
G. Altbach 則認為一所好的大學須具備幾個要素：(1)延聘一流教師，給予

一流待遇、提供優良工作環境與工作保障；(2)傑出研究成果；(3)充分學術

自由與大學自主；(4)先進研究教學設備。綜上，大學校院在投入指標上應

包含構面及其參考指標如下： 
 

(一)提供充足的校舍(地)空間之參考指標 

 依據指標建構歸準及「教育部公私立大學校務資訊評鑑系統」(教育部

委託中原大學建置)之各項原始資料，研究者計整理出「實有校舍面積」、「教

師研究室間數」兩項指標，以期反映學校是否提供充足的校舍空間以進行

教學及研究。 

 

1.實有校舍面積 
 研究大學校院相關指標建構以及應用於資料包絡法分析的學者，都曾

提出「校舍面積」(賴仁基，1997；費業勳等，2004)、「校地面積」(賴仁

基，1997)、「每生教師樓地板面積」(王保進，1993)、「單位學生校舍面積」

(劉莉貞，2004)、「平均每生校地面積」(張美蓮，1996)、「平均每生校舍建

築面積」(張美蓮，1996；黃政傑和李隆盛，1998；黃聖凱，2000；莊清寶，

2006)等指標名稱，用以表示所投入的空間資源，以及提供教學的活動場

所。黃政傑(2001)即指出「各校規劃系所班組或招生名額應有許多配合的

條件，其中師資和校舍空間最為重要，這兩項若不足夠，則系所教育品質

勢必受到影響。」然而，校舍與校地雖是教學活動的重要基礎，但兩者在

定義上仍有區別，湯志民(2000)界定校舍為狹義的學校建築，而校地則為

學校權屬土地，另按「教育部公私立大學校務資訊評鑑系統」所載，校舍

包括：教室、行政大樓及辦公室、學生活動中心、教師研究室、圖書館、

學生宿舍、體育館、教職員宿舍以及其他等；校地則包括：校舍基地、運

動場面積、其他校地以及附屬作業組織面積。就涵蓋層面而言，校舍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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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生之活動空間，且通常為學校校地面積之延伸，故以校舍面積取代校

地面積較能反映學生之活動空間。 
 此外，校舍面積是否充足？按教育部高教司(2005c)令頒「大學校院增

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採總量發展方式審查作業要點」中載明各類型

單位學生校舍建築面積標準，雖僅是法規上應有校舍建築面積之規範。但

其仍點出學生所享有校舍面積倘若涉及校際投入資源間之比較，仍需以單

位學生的方式加以計算，故以平均值代表此一指標應可較總和來的細膩。

研究者同意此點，然而，本研究使用之資料包絡法本身中的規模效率值即

是衡量投入與產出之比例，在意義上即近似於單位學生所享受之校舍面

積，為避免因採用每生校舍面積所產生之重複計算，亦或使其規模效率無

法評估，本研究仍使用總校舍面積之概念，而校舍面積是否充足則視規模

效率之分析值而定。綜上，本研究採用之，並將「實有校舍面積」指標之

操作型定義整理為「實有校舍面積」。 
 
2.教師研究室間數 
 在建築物中與研究投入最直接相關即是教師研究室。張美蓮(1996)即
將「平均每師專用研究室坪數」列為設備與資源的衡鑑指標之一。教師研

究室是校內教師個人專屬空間，非屬於公共空間，可作為存放教師個人的

儀器設備、研究檔案與參考用書。此外，校園學術網路以及各項軟硬體設

備，皆提供教師從事撰寫研究報告之良好場所，因此，教師研究室可謂是

重要的空間投資。本研究以教師研究室間數代表教師所能享有之獨立研究

空間，而不同於張美蓮(1996)以坪數作為計數單位，原因在於坪數之大小

容易受限學校所在之區域，且即使是同一學校之教師，亦會因為所在之院

館大樓、學門領域之特性而有坪數上之差異，比較上較不客觀。因此，本

研究以間數代替坪數，並將「教師研究室間數」指標之操作型定義整理為

「教師研究室間數」。 
 

(二)具備良好師資結構與陣容 

依據指標建構歸準及「教育部公私立大學校務資訊評鑑系統」(教育部

委託中原大學建置)之各項原始資料，研究者計整理出「專任教師中副教授

以上人數」、「專(兼)任教師人數」兩項指標，以期反映學校是否具備良好

師資結構與陣容。 
 
1.專任副教授以上人數 
 研究大學校院指標建構以及應用於資料包絡法分析的學者，對於良好

的師資結構與陣容之評估，大致可區分從量與質方向著手，所謂的量即是

教師人數，俟下段討論。而質則係指教師之素質，則可從大學教師職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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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學教師學歷兩方面著手，如「專任講師師資人數」(費業勳等，2004)、
「助理教授以上人數」(劉莉貞，2004；費業勳等，2004)、「專任助理教授

以上人數比率」(陳伯璋等，2004；莊清寶，2006)、「教師具博士學位比率」

(陳榮方，1998；陳伯璋等，2004)、「教師中擁有博士人數、碩士人數」(馬
信行，1986；李芊慧等，2003；美國世界與新聞報導，2005；湯家偉，2006)、
「專任教師中教授所佔之比例」(湯家偉，2006)等。 

按 1994 年 1 月 5 日頒布修正之大學法，引進美國助理教授等級，並將

助教從大學教師系統去除，我國大學教師職級包括：教授、副教授、助理

教授以及講師等四級，而教師資格之取得則由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依照

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 16 條之 1 至第 18 條各款之規定辦理資格審定。揆櫫

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所設計之各項教師新聘或升等管道，並未侷限以學歷送

審教師資格，其亦可以講師三年、助理教授三年或副教授三年之經歷，審

定較高一等級之職級。因此，取得某一階段之學位，與取得某一等級之教

師資格並沒有絕對關係，此為我國現制。 
然而，國外並未如同我國由教育部審定教師資格，而係由各大學校院

逕以聘書為之。綜觀國內外代表教師素質之指標，國外知名之指標排名系

統多採「教師中擁有博士人數」，因我國採分級審查係以該職級在學術成

就表現上之要求，作為審定通過與否之依據，因此以職級的觀點來取代學

歷代表教師素質較為符合國情。 

為探討何種職級較適合作為本研究之衡量指標，研究者考量本研究設

定之教學與研究兩項產出，首先以關鍵字「大學評鑑教師教學」檢索國內

相關文獻，迄 2006 年公開之相關研究，並未發現教學成果與教師職級有

顯著關係，因此，教師職級暫不列為教學指標系統中的一項投入性指標；

另以研究角度觀之，莊清寶(2006)指出國內學校仍認為博士生不宜由助理

教授單獨指導，例如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系碩、博士班論文題目暨指導教

授申報辦法中，即規定「博士生不得由助理教授或助理研究員單獨指導」，

即副教授、教授則可直接擔任博士生之指導教授。另參考教育部學術審議

委員會「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著作審查意見表」(甲表)中對於助理教授一級

之審查評定基準為：應有相當於博士論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立研究之能力

者。副教授及教授則分別為：應在該學術領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

貢獻者；應在該學術領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表示國內學術領域將助理教授視為從事獨立研究的初步階段，研究成果仍

有待累積以臻至副教授以上之職級。因此，就研究產出觀點來看，以副教

授以上之職級作為計算之基準似乎較為貼切。故本研究爰採用之，並將「專

任副教授以上人數」指標之操作型定義為「專任副教授以上人數」。 
 
2.專(兼)任教師人數 
 從量的觀點反應教師結構的另一項指標即是教師人數，如「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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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數」(李宜芳，1999；上海交通大學，2006)、「專任教師比率」(湯家偉，

2006；美國世界與新聞報導，2005；陳伯璋等，2004)均曾被應用。大學教

師之聘任可分為專任與兼任，專任教師為學校運作之主體，兼任教師則多

為輔助性質。由於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數較兼任教師為多，且研究產出可

計入學校的研究表現，故大學相關指標研究均鎖定專任教師為探討對象。

然而，兼任教師在教學上雖僅是支援開課性質，但其所實際授課節數亦所

提供的教學服務，事實上與專任教師無異，因此，本研究將專兼任教師正

規教學實際授課總時數作為教學產出指標。質於此，兼任教師數在教學投

入中亦是重要之一項指標。專(兼)任教師人數包含上一段討論的教授、副

教授、助理教授以及講師等四個職級教師，計算教師人數總和即是代表大

學校院在師資投入資源上的規模，而此規模均會反映在教學與研究產出

上，惟如前段所述，研究之產出僅將專任教師的表現計入，教學之產出則

包含專任與兼任教師。故本研究爰採用此項指標，並將指標按教學與研究

區分為「專兼任教師人數」與「專任教師人數」，指標之操作型定義分別

為「專兼任教師總人數」與「專任教師人數」。  
 

(三)確保優良工作環境與保障 

依據指標建構歸準及「教育部公私立大學校務資訊評鑑系統」(教育部

委託中原大學建置)之各項原始資料，研究者計整理出「加權生師比」、「人

事費」、「行政支援人員」三項指標，以期反映學校是否提供優良工作環境

與保障。 
 
1.加權師生比 
 「師生比」為大部分研究大學校院相關指標的學者所提出一項反應教

學品質與教學負擔的指標(王保進，1993；李芊慧、吳裕益、蔡清華，2003；
呂美霓，2003；林俐孜，2005；張美蓮，1996；莊清寶，2006；湯家偉，

2006)。師生比影響教學品質大多從班級規模以及教師與學生之互動著眼，

但師生比影響不僅有教學亦包括研究表現。呂木琳接受《遠見雜誌》訪談

即坦率指出：「高等教育人口急速發展，但資源無法相對擴充，以致排擠

到國立大學的資源，近年來，大學生師比的提高，造成大學教學及研究相

對停滯」(宋秉忠，2006)。此係由於沉重的教學負擔連帶擠壓教師原可用

來從事研究工作之時間。另外，培養大學部學生與培養碩、博士生在負擔

上顯非一致，按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2004)在其大學校務評鑑規劃與實

施計畫及 94 至 96 年度私立大學校院整體發展獎助及補助審核作業原則中

提出了「加權師生比情況」，其界定大學部、碩士生與博士生比為 1：2：3，

且 4 位兼任教師折抵 1 位專任教師，亦係著眼於加權的師生比較應能代表

教師之教學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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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加權師生比究竟能否屬於一項教學上的投入指標，因教學品質是一

項較為抽象之概念，需進一步討論本研究所選取之產出指標，以確保邏輯

之合理性。本研究所設定教學之產出指標包括約當畢業生人數、新生報到

率、大一新生續學率、專兼任教師正規教學實際授課總時數等。首先，加

權師生比較低者，即學生數較多教師負擔較大，雖能使帳面上約當畢業生

人數增加，但加權師生比較低之學校，其教學品質較為低落易容易造成學

生流失，進而影響新生報到率與續學率兩項指標。最後，加權師生比與專

兼任教師正規教學實際授課總時數，並不必然存在著某種關係，因加權師

生比低之學校或許班級規模較大，但對於教師之授課總時數未必會有所增

減。 
綜上段之討論，加權生師比反映在教學與研究產出上，在學理上具有

一定之基礎。本研究爰採用之，並將「加權師生比」指標之操作型定義為

「教師人數加權總量(專任教師 x1+兼任教師 x1/4)/學生人數加權總量(大學

部 x1+碩士班 x2+博士班 x3)」。 
 
2.人事費 

按教育部公私立大學校務資訊評鑑系統中經費收支決算表，將支出區

分為經常門以及資本門兩種，其中經常門包括：人事費(含退撫支出)、教

學研究及訓輔支出以及其他。李宜芳(1999)指出人事費是大學院校經常支

出中的大宗，教職員的學歷、位階、年資均表現於其中。研究大學校院相

關指標建構以及應用於資料包絡法分析的學者，都曾提出「人事費」(李宜

芳，1999)、「人事支出佔經常支出之比率」(張美蓮，1996)等指標，人事

費即反映薪資福利，Philip G. Altbach 提出一流的大學具備的要素之一即是

延聘一流教師，並給予一流的待遇。單就教師而言，國內公立學校受限於

固定薪資結構，並以教師職級敘薪，因此，人事費僅能反映學校人事規模

以及教師職級結構，私立學校雖較不受限制，但多參考公立學校之薪資標

準。特別一提，教育部自 2006 年推動「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

心計畫」、「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兩項專案計畫均有特聘教授之設計，

即是在突破僵化的薪資結構。惟本研究所使用之資料，非自 2006 年始，

故此項制度對於人事費之內涵尚未產生影響。人事費可謂是校務推動的基

本開銷，且與教學與研究皆有直接關係，本研究爰採用，並將「人事費」

指標之操作型定義為「人事費(含退撫支出)」。 
 
3.行政支援人員 

大學的三大任務(教學、研究與服務)必須要靠分層負責的組織來執行

與完成，因此組織的結構必須要能配合活動的需要。大學之組織結構主要

可分為四個部分(陳義勝，1985；黃政傑，1990；劉兆玄，1994)：(1)教學

與學術研究部門；(2)行政事務部門；(3)各級會議；(4)對外服務部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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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本段所要探討的行政事務部門，例如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總務處、圖

書館、體育室、軍訓室、秘書室、人事室以及會計室等單位。這些行政單

位係推動大學日常業務之核心，因此，大學教學、研究與社會服務工作的

實施與推展，必須仰賴行政人員提供各項支援服務來協助完成。以行政人

員組成按公私立別視之，公立大學因仍有政府機關之色彩，在法律上仍為

教育部之隸屬機關，故在其行政人員中主要係由依公務員法所派任之國家

考試及格人員充任，另有約聘僱之人員共同組成，而私立大學則均為約聘

僱之人員。另依類型可分為職員、助教、研究人員、技術人員、技工、工

友、警衛、司機以及其他。 
研究大學校院相關指標建構以及應用於資料包絡法分析的學者，都曾

提出「職工人數」(賴仁基，1997；李宜芳，1999)，以數量的觀點作為衡

量投入資源之指標。王保進(1993)整理公私立大學校務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以及國家科學委員會年報，以業務負擔觀點首次提出「每行政人力工作負

擔」(各大學學生總人數除以行政職員總人數)作為大學可用之表現指標。

張美蓮(1996)則更周全的以大學行政服務品質的角度，提出「行政支援人

員與教師之比例」、「行政支援人員與學生之比例」、「行政支援人員學歷結

構」、「行政支援人員專長任職的比例」等四項指標。前兩項係以行政業務

負擔的觀點，而後兩項則基於行政人員之素質以及是否學有所長作為衡

量。本研究以為學校與行政機關不同在於學校決策單位為以教師為主體的

各項會議，而行政機關則係以行政幕僚所組成之業務單位，因此行政人員

之素質，以及是否為該領域專業出身，在行政機關顯然比學校重要。然而，

以行政業務負擔的觀點所提出「行政支援人員師生數之比例」較有意義的

原因在於，行政支援與教師或學生之比例較高，能合理推論教師或學生等

待服務的時間較少，接受服務的時間較長，然而，本研究使用之資料包絡

法本身的規模效率值即是衡量投入與產出，在意義上即近似於比例之概

念，為避免因採用行政支援人員師生數之比例所產生之重複計算，或致使

其規模效率無法準確評估，本研究仍使用行政支援人員總數之概念，而行

政支援人員是否充足則視規模效率之分析值而定。因此，本研究爰以採

用，並將行政支援人員均歸類於研究與教學之投入。 

綜上段之討論，本研究將行政支援人員作為研究與教學投入指標之

一，並將「行政支援人員」指標之操作型定義為「行政支援人員(職員、助

教、研究人員、技術人員、技工、工友、警衛、司機以及其他)」。 
 

(四)挹注各項軟硬體設備供應 

依據指標建構歸準及「教育部公私立大學校務資訊評鑑系統」(教育部

委託中原大學建置)之各項原始資料，研究者計整理出「儀器設備經費」、「圖

書經費」、「外文紙本期刊種類數」、「除人事費外之經常支出」四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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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反映學校挹注供應各項軟硬體設備之情形。 
 
1.儀器設備經費 
 儀器設備係指學校所能提供因應教師與學生從事教學暨研究活動的一

切軟硬體設備之謂，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儀器設備經費可

說是學校教育資源的重要投入性指標之一。國際比較時常用以反應學生受

教品質的「單位學生教育經費」，或稱「每生單位成本」，其中即涵括儀器

設備的提供與建置。研究大學校院相關指標建構以及應用於資料包絡法分

析的學者，都曾提出如「每生資本門」(王保進，1993)、「每生圖書設備支

出」(王保進，1993)、「單位學生購置儀器設備」(劉莉貞，2004)、「平均每

生儀器設備支出」(黃政傑和李隆盛，1998；黃聖凱，2000；林俐孜，2005)
等。然而，上述指標均將對象界定在學生的單位成本考量，主要在於假設

學校儀器設備之投入，最終之收益均會轉嫁於學生身上。本研究並不否定

此項論點，惟王保進(1993)指出大學教學、研究及服務三項功能的執行，

均是教師或各學系(院)透過學校資源來達成。儀器設備更是如此，如應用

統計軟體的購置，不僅可用以從事統計實習課程之教學，亦可用做研究分

析之工具，但研究者不得不進一步提醒仍有部分高科技儀器是鮮少用於教

學，而此類在採購上通常屬於鉅額，因此儀器設備經費將直接反應在教學

品質是仍堪質疑的推論。 

本研究係將產出指標區分為教學與研究兩項系統，因無法從各校儀器

設備經費上得出用於研究或用於教學，爰此，實不宜貿然切割為「每位學

生儀器設備單位經費」與「每位教師儀器設備單位經費」。因此，不侷限

於單位學生成本的角度視之，而係借用王保進(1993)提出的「單位可使用

資源指標」的概念，以單位可使用資源的角度測量每位學生或教師平均可

使用之硬體及軟體數量，以此來衡量學校挹注於軟硬體供應是否充足。然

而，本研究使用之資料包絡法本身的規模效率值即是衡量投入與產出之比

例，在意義上即近似於單位可使用資源之概念，為避免因在投入資源時即

採用含單位師生概念之數值，而產生之重複計算，或致使其規模效率無法

準確評估，本研究仍在投入時使用總數之概念，而儀器設備是否充足則視

規模效率之分析值而定。最後，雖在投入時假定學生和教師在使用儀器設

備上的權利與收益是相等有假設上可挑戰之處，實乃吾等無法從儀器設備

經費上進一步了解各校在校務資源配置重研究或是重教學。但透過資料包

絡法同時放在研究與教學之投入資源項評估，雖無法準確評估兩者之比

值，但就在研究或教學上資源之使用情形，卻能反映出學校校務經營的偏

重，而反推在每生儀器設備經費以及每師儀器設備經費是否充足。 
綜上段之討論，「儀器設備經費」反映在教學與研究產出上，在學理上

具有一定之基礎。本研究爰採用之，並將「儀器設備經費」指標之操作型

定義為「購置儀器設備總經費+受贈儀器設備總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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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圖書經費 
 圖書經費係指學校每年用以訂購圖書、期刊、電子資料庫、非書資料

等經費開支。圖書係承載、傳遞、發表知識的工具，亦是重要的教學資源

之一。因此，一校圖書館之藏書量，經常作為該校教育資源豐富與否的重

要指標。研究大學校院相關指標建構以及應用於資料包絡法分析的學者，

都曾提出如「每生圖書設備支出」(王保進，1993)、「圖書冊數」(費業勳

等，2004；劉明超，1999)、「學生平均擁有圖書冊數」(陳榮方，1998)、「圖

書館平均借書率」(林容萱，2003)等指標。本研究選擇以圖書經費作為指

標的原因在於，就現今圖書出版趨勢已不侷限於典藏的紙本，尚包括電子

書以及電子期刊等形式出版，甚至是非書資料，如微縮片、光碟片等，均

可歸納為廣義的圖書，而僅以窄義圖書冊數則無法涵蓋此一部分。此外，

以每年經費而不以冊數作為衡量，係由於每年分配於採購圖書的經費可反

應學校更新與充實圖書之速度，且因應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知識的半衰

期縮短，對新知取得的渴望遠勝於以往，圖書作為重要的教學資源往往亦

需要反應此方面的需求。最後，本研究不以平均借書率作為衡量的指標，

係由於平均借書率雖較能實際反應圖書資源被使用之情形，但其應屬於過

程指標，並非投入指標。本研究是以資料包絡法評估投入與產出是否相對

有效率，因此，爰暫不將過程指標納入討論。 

綜上段之討論，「圖書經費」反映在教學產出上，在學理上具有一定之

基礎。本研究爰採用之，並將「圖書經費」指標之操作型定義為「訂購圖

書經費+訂購期刊經費+訂購電子資料庫經費+訂購非書資料經費」。 
 
3.外文紙本期刊種類數 
 期刊係學術研究先鋒發表的園地，重要的學術發現皆主要透過期刊的

刊載引起學術領域的廣泛討論，激起後續的跟隨或者是挑戰，以促成此議

題的開展。期刊聲望的維繫有賴於期刊編輯委員會能否以無私主義的公正

審查，以及某特定領域將其刊登於該期刊視為榮譽與成就，諸如在《自然》

(nature)和《科學》(science)，文章之刊登甚至被作為獎勵學術研究產出的

衡量指標，高品質期刊的地位與影響可見一斑。研究大學校院相關指標的

學者以及應用於資料包絡法分析的學者，都曾提出「期刊種類數」(費業勳，

2004)、「中文期刊種類數」(馬信行，1986；黃增榮，1991)、「英文期刊種

類數」(馬信行，1986；黃增榮，1991)、「平均每生外文期刊數」(張美蓮，

1996)等指標。然而，究竟應採計中外文期刊，抑或只採計中文或外文期刊，

各個學者作法則有分歧。本研究旨在探究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係，因此，

以期刊種類數作為研究投入資源，則必須探究其與研究產出之間的關係，

其中馬信行(1986)的研究最能提供實證性的支持，在其「影響我國高等教

育機構研究出產力之因素」的研究中，以「大專院校教師研究出產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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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院校各校在 1981 年至 1982 年獲國科會研究獎助及專案研究計畫者之人

數)為依變項，以學校選擇性、英文期刊種類數、中文期刊種類數、教師中

擁有博士人數、及碩士人數為自變項進行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英文期刊種

類數對研究出產力有顯著影響，而中文期刊種類數則無顯著影響(迴歸係數

為負向)。換言之，英文期刊種類數越多的學校，可預期研究產出越好。雖

然，本研究為 1986 年完成，仍舊有其重要參考價值。主要原因在於，國

內中文期刊可粗分為具審查機制之期刊以及未具審查機制之期刊，未具審

查機制之期刊文章品質一般難以達到學術要求當屬自然，但即便是具有審

查機制之期刊，諸如大學學報，普遍有校外錄取偏低，內稿率高的情形。

國內期刊發表制度雖已有國家科學委員會建置之「華文社會科學期刊引用

文獻索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將高品質之期刊建立名

單。但在數量上以及學術聲望上仍未趨成熟。而國內大學圖書館在採購外

文期刊時，則多會諮詢該領域專家學者之意見，選擇較具代表性之期刊訂

購，故在品質上則有一定之把關。 
綜上段之討論，「外文紙本期刊種類數」反映在研究產出上，在學理上

具有一定之基礎。本研究爰採用之，並將「外文紙本期刊種類數」指標之

操作型定義為「外文紙本期刊種類數」。 

 
4.除人事費外之經常支出 
 校務運作一般性支出按會計法規可區分為資本門與經常門兩大類，其

中經常門以人事費為大宗，除人事費外之經常支出則包括教學研究及訓輔

支出以及其他等兩項。經常門之科目涵蓋包羅萬象，基本上以維持日常設

備運作以及人員活動的各項開銷為主，通常亦可藉此反映學校在推動各個

事務工作的活力。此外校內建立之各項制度，如獎助學金的發放，優良教

學或傑出研究發表的獎勵金等均納入此一科目。研究大學校院相關指標建

構以及應用於資料包絡法分析的學者，都曾提出如「各系所年度獲得之單

位預算」(顧志遠，1999)、「扣除人事費後的經費支出」(林秋萍，1999；
洪鉦皓，2004；李宜芳，1999)、「經常門支出」(沈艷雪，2002)、「教學與

研究投入」(林容萱，2003)、「教學研究與訓輔支出人事費」(黃義中，2002)。
本研究由於已將人事費獨立列為一項投入指標，因此，就除人事費外之經

常支出作為計算，按教育部公私立大學校務資訊評鑑系統中經費收支決算

表，經常門除人事費(含退撫支出)外尚包括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以及其他

兩項，且由於經常門之特性即是用以支持日常各項活動，因此，本研究將

其視為教學與研究的資源投入。 

綜上段之討論，「除人事費外之經常支出」反映在教學與研究產出上，

在學理上具有一定之基礎。本研究爰採用之，並將「除人事費外之經常支

出」指標之操作型定義為「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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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產出指標構面 

依據指標建構歸準及「教育部公私立大學校務資訊評鑑系統」(教育部

委託中原大學建置)之各項原始資料，研究者計整理出「專任教師發表重要

期刊論文篇數」、「SCI、SSCI、AHCI 論文平均被引用次數」、「發表於具審

查制之期刊論文數」、「專任教師發表具審查機制之專書(利)總數」、「國科

會學術研究計畫總件數」、「學術研究計畫總金額」、「碩、博士班學生畢業

人數」七項指標，以期反映學校在研究產出上之整體表現。 
 
1.專任教師發表重要期刊論文篇數 
 研究產出係最常用之研究表現指標，通常以出版數為指標，亦有主張

以專利數或執照數為指標。而對於以出版數為指標目前學者雖然對如何計

算之問題仍有爭議，如應以期刊論文為主或是應同時包括書籍出版品

(Graves et al., 1982)、各類出版品應如何加權才是適當(Graves et al., 1982；

Harris, 1989；Liebowitz & Palmer, 1984)等問題，但出版數已是最重要之評

估研究品質之表現指標則無爭議(轉引自王保進，1993)。所謂之出版係指

公開發行，一般而言以是否具有 ISSN 碼、ISBN 碼和出版頁作為判斷標準，

種類則包括專書、期刊兩大類。其中又以刊載於重要期刊之論文篇數最具

學術產出之指標性，舉凡我國大學校務評鑑、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大學學術

排名，皆以重要期刊論文發表篇數作為研究成果指標。何謂重要期刊？按

上述兩例係指收錄於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學文獻引用指標)、
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社會科學文獻引用指標)、AHCI(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藝術與人文文獻引用指標)以及 EI(Engineering 
Village 2)等資料庫系統之期刊，前三者由美國 ISI(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所製作的資料庫系統，資料庫系統內之期刊皆是經過每年嚴格

的挑選與網羅全世界該領域優秀的期刊而來，其選錄期刊過程係採淘汰遞

補方式進行，因此具有一定的公信力。EI 則為美國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Inc.建置之網際網路工程資訊服務系統。 

對於 ISI 所建立之資料庫系統並非沒有爭議。首先，學界並不認為蒐

錄於 SCI、SSCI、AHCI 以及 EI 等資料庫系統之期刊即是保證具有良好品

質之論文；其次，此資料庫系統所蒐錄之期刊均係以英語系國家為主，甚

至是美國學術圈為主體，即便是學術發展亦居領先地位的歐盟地區也未將

此資料庫系統視為發表的主要園地；再次，此檢索系統有顯著的重理工輕

人文的現象，如 SCI 資料庫系統共蒐錄科學、技術及生物醫農等方面 100
餘種學科之 3,700 餘種期刊，而 SSCI 則僅有社會科學類 50 餘種學科共

1,700 餘種期刊，AHCI 僅藝術與人文類 18 個學科 1,130 餘種期刊，在計算

上顯然對以人文社會見長之學校不利。綜使有上述之限制，其對學術研究

成果之傳播仍具有一定之貢獻，使用上仍相當廣泛。然而，為解決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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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重理工輕人文以及本土研究不能偏廢等問題，曾任教育部長，現任中

國醫藥大學校長黃榮村指出，過去很多大學教師常藉口「國際指標不能套

用到台灣」，因此，在其國科會人文處長任內，根據台灣情況建立「華文

社會科學期刊引用文獻索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以提

供公平之衡量指標，因此，透過將收錄於 TSSCI 之期刊納入重要期刊論文

篇數一併計算，應可適度平衡本土研究以及人文社會學門領域的不利條

件。 
綜上段討論，本研究將「專任教師發表重要期刊論文篇數」作為研究

產出成果之指標之一，並將指標之操作型定義為「發表 SCI、SSCI、AHCI
期刊論文數+發表 EI 期刊論文篇數+發表 TSSCI 期刊論文篇數」。 
 
2.SCI、SSCI、AHCI 論文平均被引用次數 
 由於研究出版數只能代表研究產出之數量，忽略了對論文品質的評

估，因此出版數量多未必就表示研究產出的品質高，相對地，高品質論文

的價值就因此受到忽視。為彌補此種缺失，學者主張應以研究所產生之影

響評估其品質，研究影響係數通常以論文或書籍被引用次數為表現指標，

由於在研究的過程中，學者撰寫文獻時，對論文的引用通常是依其相對地

品質為考慮，特別是那些在特定研究主題上具有相當程度影響，或是能促

進後人對該主題有進一步了解的論文，被引用的機率將顯著高於其他同一

研究主題的論文。因此 Laband(1985)及 Moed(1985)認為論文的被引用率，

是評估論文品質相當客觀的方法，並且可以精確地顯示出該研究論文的衝

擊或影響(轉引自王保進，1993)。 
然而使用被引用次數作為表現指標也可能產生一些問題，如論文作者

個人或任教學校所造成的月暈效果、自我引用、出版語言、出版時間、負

面引用、多重作者等，也都會影響計算被引用次數的精確性。即使如此，

論文平均被引用次數仍為研究大學相關指標者以及大學校院評鑑排名所

使用，如「全體教師在 SCI、SSCI 等收錄期刊之論文平均被引用次數」(湯
家偉，2006)、「教師發表被引用率」(李芊慧、吳裕益和蔡清華，2003)、「類

組 SCI、SSCI、AHCI 論文平均被引用次數」(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

2004)，本研究因所使用之資料庫所提供之原始數據資料僅包含 SCI、SSCI
以及 AHCI 論文平均被引用次數，雖此三項資料庫已涵蓋上段所討論之大

部分重要期刊，但在 EI 以及 TSSCI 兩項資料庫之平均被引用次數資料闕

如，仍為此項指標之不足之處。 
 綜上段討論，本研究將「SCI、SSCI、AHCI 論文平均被引用次數」作

為研究產出成果之指標之一，並將指標之操作型定義為「SCI、SSCI、AHCI
論文平均被引用次數」。 

 
3.發表於具審查制之期刊論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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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界如果要確保論文的品質，使高品質的論文被發表，低品質的論

文被淘汰就須奉行一個重要的規範：無私主義(Miller & Serzan, 1984)。所

謂無私主義係指科學的角色裡，審查者要依科學上的考慮而不得用特殊關

係或依屬標準，如社會背景、性別、地位、所屬機構，或所屬團體來當作

評判的標準。國內外最常用在科學專業期刊的審查機制，即是由同行專家

的評估或審查，即所謂同儕評鑑(peer review)。嚴謹之期刊均訂有審稿辦

法，以教育學門頗負盛名之《教育研究集刊》與《教育與心理研究》為例，

即訂有「教育研究集刊審稿辦法」、「教育與心理研究審稿辦法」，並設有

編輯委員會就來稿進行預審、初審、複審之審查程序，針對審稿作業並依

循專業、迴避以及保密三項原則進行，往往一份稿件由投稿到接受歷時半

年皆屬常見。然而，未必所有嚴謹之期刊皆能收錄於學術期刊引用文獻索

引此類系統中，同時，也無法統括的認為所有已建立審查機制之期刊即在

學術上具有良好之評價。僅能說具有審查機制是作為一份優良期刊的必要

條件之一，而非充要條件。但仍能保守的說至少該期刊論文已經過該領域

之專業審查，期刊論文之品質與結果之正確性獲得一定程度的認可，而有

某種程度之貢獻。因此，為避免將期刊論文侷限於僅計算重要學術期刊引

用文獻索引此類系統，而忽略其他未能進入索引系統之期刊，且尊重研究

者在學術領域上所作之貢獻。本研究同時將發表於具審查制之期刊論文數

列為研究產出指標之一，以確保研究產出計算之多元性與完整性。 

 綜上段討論，本研究將「發表於具審查制之期刊論文數」作為研究產

出成果之指標之一，並將指標之操作型定義為「發表於具審查制之期刊論

文篇數(SCI、SSCI、AHCI、TSSCI 除外)」。 

 
4.專任教師發表具審查機制之專書(利)總數 
 我國對於研究產出指標之選用受限於資料取得，多侷限於期刊論文發

表數，如「期刊論文及研討會論文」(洪鉦皓，2004)、「發表於國內外期刊

論文篇數」(沈艷雪，2002)、「平均每位博士學位專任教師在 SCI 及 SSCI
上的論文篇數」(黃義中，2002)。然而，研究產出的型式相當多元，通常

以出版數為主，亦有主張應參採專利數或執照數(王保進，1993；郭為藩，

2004；Summler, 2004)。國內僅限於計算期刊論文之發表數量的做法，實然

無法統括整體研究表現，更易受到學門特性的影響，而隱藏某些學門的成

就表現，如人文社會學門，往往以一本重要專著作為研究成果的代表，以

篇數作為研究產出的表現指標非常不利。此外，無論是專書或是期刊論

文，均是以學術報告方式呈現，若僅重視於此，將侷限研究的實用性，使

學術研究停留在孤立的象牙塔，而與外在市場脫節。為鼓勵教師從事產學

合作，教育部訂頒「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以技術報告送審教師資格作業要

點」，將教師之專利作為升等審查的另一管道，亦可謂確立了專利作為大

學教師研究產出的一項重要指標之地位。爰此，本研究將專書及專利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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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作為一項研究產出的指標，以符合研究產出之多元性。 

此外，專書數方面本研究限於發表具審查機制之專書，審查機制係指

專任教師以其專業知識或其教學上之創見經驗，撰寫之專業學術著作，除

公開發行出版外，且須經出版社外部審稿程序者謂之(不含譯者及編著

者)。未經審查機制之專書則不予納入，其原因在於國內大學教師為因應教

師升等所需，常見有出版社印製，作者自行出版的情形，不若經審查機制

把關來的嚴謹，因此，於本研究中暫不納入計算。其次，獲准專利數則係

指經各國智慧財產專責管理單位所授予之發明、新型、新式樣或技術移轉

之專利認證，均計入本項專利數，專利數以當年度核准(核發證書之日期為

基準)之專利為限，而非在申請中或公告中之專利。 

綜上段討論，本研究將「專任教師發表具審查機制之專書(利)總數」

作為研究產出成果之指標之一，並將指標之操作型定義為「專任教師發表

具審查機制之專書總數+專任教師獲准專利數」。 

  
5.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總件數 

學者提出以獲得政府機關或企業補助經費及契約數作為研究表現指標

(Ball & Halwachi, 1987；Donald, 1984；Rutherford, 1987)。郭為藩(2004)則
提出以「申請類似國科會等研究補助或具競爭性研究專案(即由競標或比較

競優中取得)研究專案件數與總研究經費」作為學術研究水準的評鑑指標。

我國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為補助大專院校及學術研究機構執行科學技

術研究工作，並提升科技研發水準，訂頒有「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由於專題研究計畫的審查方式，係由該領域之

專家綜合計畫主持人研究表現與執行計畫能力、計畫主題之重要性與創新

性、研究內容與方法之可行性、預期完成之項目與成果等與以匿名審查。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並訂有審查原則與申覆機制，審查結果之公信力受

到肯定。因此，國內學界多將審查通過視為對計畫主持人研究表現之肯

定，學校獲得專題研究計畫之件數越多，表示整體研究能量越佳。也由於

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總件數的深層意義，在大學指標以及資料包絡法之相

關研究中，均多將其納為產出指標之一。惟需謹慎之處在於從 2001 年至

2006 年所核定之專題研究計畫(見表 2-5-1)，顯示工學門的核定件數為其他

學門的二到三倍，以基礎研究或應用研究交叉分析，顯示工學門係唯一應

用研究核定件數大於基礎研究(多達三倍，其他學門則以基礎研究為主)，

因此，以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總件數作為衡量學校研究表現之指標，仍須

考慮學校學門屬性以及研究傾向所產生差異。 
綜上段討論，本研究將「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總件數」作為研究產出

成果之指標之一，並將指標之操作型定義為「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總件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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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2001 年至 2006 年專題研究計畫核定件數 
學門 

年度 
理 工 醫 農 

人文 
社會 

科學 
教育 

其他 合計 

2001 2,023 5,497 2,187 677 2,570 755 0 13,709 
2002 1,927 6,277 2,431 701 2,992 752 0 15,080 
2003 2,031 6,801 2,544 706 3,125 842 7 16,056 
2004 2,207 7,278 2,769 704 3,403 671 1 17,033 
2005 2,268 7,315 2,740 685 3,471 692 6 17,177 
2006 2,371 7,272 2,856 661 3,629 664 13 17,466 

資料來源：國科會學術補助/獎勵統計資料庫，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2006，2006 年 11 月 26 日，取自 https://nscnt12.nsc.gov.tw/WAS/ 
as100/as101/as10102.aspx 

 
6.學術研究計畫總金額 

學者提出以獲得政府機關或企業補助經費及契約數作為研究表現指標

(Ball & Halwachi, 1987；Donald, 1984；Rutherford, 1987)。從市場競爭之角

度看，某一學系或個別教師，能獲得政府或企業機構之研究契約或經費補

助，必是在該一主題具有相當重要地位，或是在其研究產出品質獲得認同

之故。但是以研究契約數及收入本身也造成一些問題，首先，不同研究領

域對研究補助之依賴程度並不相同，如較抽象與理論探討之學科即是低依

賴之學門，此外，計算契約或收入，將會使學者之研究轉向較易獲得籌賞

之研究主題。其次，Gillett(1989)指出研究收入只是一種研究輸入指標，並

非產出指標，即收入高的研究並不一定保證其研究報告之品質亦高。即便

有些爭議，以學術研究計畫總金額作為衡量是否為研究型大學之指標仍獲

得國內外的一致支持，如 Summler(2004)以美國 Maryland 州為例，說明對

於研究型大學在學術研究部分應包含「年度簽訂研究合作契約及獲得研究

補助數」一項；郭為藩(2004)則提出以「申請類似國科會等研究補助或具

競爭性研究專案(即由競標或比較競優中取得)研究專案件數與總研究經

費」、「爭取全國性重要基金會學術補助金總額」作為學術研究水準的評鑑

指標。 
欲探討此項指標之妥適性，可就審查機制、指標定位以及金額計數三

點探討：首先就審查機制而言，以國內校外學術研究計畫經費之來源大體

可非為三大類：(1)國家科學委員會學術研究計畫；(2)政府機關委託研究計

畫；(3)非官方委託研究計畫等。其中國家科學委員會係經由交付同儕審查

後決定是否通過補助，而政府機關委託研究一般須經由政府採購法之公開

招標之程序，組成審查小組就所提之計畫進行審查並辦理議價，另外非官

方委託則多以市場評價與學術單位之聲望作為考量之依據。因此，就學術

研究計畫通過與否均係由各補助單位考慮其學術性以及實用性之價值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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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其次，指標繫屬於研究輸入或是研究產出？本研究認為，兩者皆無

不可，端視研究目的所需與對於以何種角度界定指標內涵。在本研究以是

否經過審查的角度切入，相關期刊論文、專利、專書均係經過專業審查，

其後續所產生的附加價值亦會連帶作為下次研究產出之輸入，如專利所獲

得之收益、期刊論文所產生的無形評價、專書的版稅等。因此，以學術研

究計畫均係透過不同管道之審查認可，均係對於研究者研究能力之肯定，

作為計算研究產出之指標並無不可。最後，以金額計算是否妥適？本研究

同意學門之差異以及實用性將造成金額大小的不同，但金額大小亦同時反

映該研究之規模與預期收益，特別是非官方之學術研究計畫，因考量市場

之損益，對於計畫案經費之細項均有詳盡之評估。因此，金額之計數就學

術研究之推廣與應用而言，能提供豐富的資訊。 
綜上段討論，本研究將「學術研究計畫總金額」作為研究產出成果之

指標之一，並將指標之操作型定義為「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總金額+非國

科會學術研究計畫總金額」。 
 

7.約當研究生畢業數 
 根據美國卡內基基金會對於高等教育機構的分類包括：博士/研究型大

學、碩士型學院和大學、學士型學院、副學士型學院以及專門性機構等五

種(楊國賜和王如哲，2004)。其中針對研究型大學係以頒授的博士學位或

碩士學位的多寡來衡量，足見頒授碩博士學位可作為衡量大學發展特性的

重要部份。國內研究大學校院相關指標建構以及應用於資料包絡法分析的

學者，都曾提出如「研究所畢業人數」(李宜芳，1999)、「碩士畢業生數」

(郭振雄，2000)、「博士畢業生數」(郭振雄，2000)、「約當研究生畢業生數」

(郭振雄，2000)。前人雖將研究生畢業生獨立作為產出指標，卻皆未嘗釐

清屬於教學層面的產出指標抑或是研究層面。本研究認為應就研究所的設

立宗旨觀之，一般均以培育研究人員以及專業人才為目標，因此，納入教

學與研究之產出均可接受。惟進一步以國內碩博士畢業取得學位的要件為

撰寫學位論文，且撰寫碩博士論文的過程中，均須經由一至數名指導教授

的指導方能完成，每一篇學位論文皆可謂是對學術有所貢獻。事實上，從

事研究時引用碩博士論文之實證結果作為文獻參考，亦是學術上之習慣。

因此，若以培養一名研究所畢業生即視為一篇碩博士論文的完成以及一名

研究人員的養成，將其視為研究的產出，亦是相當合理。此外，將其性質

與大學部學生(純教學產出)加以區分更可符合本研究嘗試為我國大學校院

發展類型的定位之需求。 

綜上段討論，本研究將「約當研究生畢業數」作為研究產出成果之指

標之一，並將指標之操作型定義為「碩士班畢業學生數 x1+博士班畢業學

生數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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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產出指標構面 

由於對何謂「好的教學或好的教師」缺乏明確的操作型定義，因此，

評估大學之教學表現並不容易，建立良好的教學指標也有困難。其次，在

對大學表現作評估的相關研究中，大多將評估重點集中於大學研究功能的

評估，甚或在一些國家，對大學的補助係根據該校之研究水準為標準，而

忽略了大學教學的功能，例如澳大利亞的「大學副總長委員會(Australian 
Vice-Chancellors’ Committee)」即認為大學之研究較教學容易評鑑，研究乃

是一項國際性活動，而教學卻只是地方性，教師在研究上表現卓越將較在

教學上表現卓越者容易獲得注目甚至是升等(AVCC/ACDP，1988)。或許教

學在評估上有較多的困難，但若因此就只注意對研究的評估，並據以做為

大學經營管理的方針，甚至政府僅以研究出產力作為對大學補助之依據，

將使得大學汲汲於提升研究水準，而間接導致大學教育的傾崩與窄化(王保

進，1993)。 
現今最常用以評鑑教學品質的「學生評鑑教師教學」，亦即直接由學生

評估他們的滿意程度，然而，如同彭森明(2006)所指出要有效落實教師評

鑑制度，學校必須先要有一套公平、客觀、合理、公正，而且具有高信度

及效度的評鑑機制，但這正是目前許多大學校院所缺乏的。雖說對於大學

教學功能的直接測量有所困難，且缺乏具體客觀的衡鑑指標，但學者仍主

張 可 透 過 間 接 的 產 出 替 代 做 為 評 估 的 途 徑 ， 如 Cave et al.(1991) 與

Sizer(1982)認為可間接透過退學率、畢業生就業狀況、考試表現等，以評

估大學之教學品質。雖然台灣高等教育資料庫已針對畢業生問卷調查其對

於學校的滿意度，惟所釋出的資料並非按各學校區分，因此，直接測量的

滿意度資料無法於此次研究中使用，本研究爰朝間接可替代性指標尋找。

依據指標建構歸準及「教育部公私立大學校務資訊評鑑系統」(教育部委託

中原大學建置)、教育部統計處網頁與高教司所提供之各項原始資料，研究

者計整理出「專兼任教師正規教學實際授課總時數」、「新生報到率」、「約

當畢業人數」、「大一新生續學率」四項指標，以期反映學校在教學產出上

之整體表現。 
 

1.專兼任教師正規教學實際授課總時數 
 由於教師教學的形式基礎是以授課時數為單位，呈現教師於該學期或

學年所提供於校內學生的教學服務。教師授課時數與開課條件均在校內定

有相關規定，前者如「國立政治大學教師授課時數及超支鐘點費核計辦

法」，規定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數(教授 8 小時；副教授 9 小時；助理

教授 9 小時；講師 10 小時)，以及其他得申請抵免授課時數之情形。後者

如「國立政治大學課程實施辦法」中規定各班開課人數標準(學士班 6 人以

上；碩士班 2 人以上；博士班 1 人以上)。因此，實際授課總時數不包含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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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數不足無法開課之時數，不僅反應校內提供學生學習機會數量、選擇的

多樣性、教師專長與開課科目符合程度，亦能反應教師所開設課程學生的

接受程度。倘若教師具有該項專長，卻無法開課，或無法達到每學期之基

本授課時數，即可謂教學投入資源的閒置。此外，大學教育與其他教育階

段最大的不同在於必選修的選課制度，大學學習的價值即在於學習的多

元，此前提則是學校足以負荷開課之需求，而不致於產生學生為了選課漏

夜排隊，或因選不到課程而需要延畢，影響學生的整體學習成效。因此，

以專兼任教師數為投入指標，專兼任教師正規教學實際授課總時數亦即直

接反應教學的產出。 

綜上段討論，本研究將「專兼任教師正規教學實際授課總時數」作為

教學產出成果之指標之一，並將指標之操作型定義為「專任教師正規實際

授課總時數+兼任教師正規實際授課總時數」。 

 
2.新生報到率 
 新生報到率在國內外大學排名均較少用來作為衡量指標之一，惟 2000
年亞洲週刊(Asisaweek)為亞洲綜合大學進行排名時認為報到率反應學校

辦學的聲望，亦即報到率越高即代表學校的辦學成果受到肯定。其他意義

相近的指標如以錄取率作為學校辦學成果的參考指標(亦有視為學生素質

的指標)，舉國內碩士班或博士班招生為例，錄取率越低表示該系所獲得較

高的肯定。惟錄取率指標並不適用大學部階段的原因在於我國大學入學係

採統一考試統一分發的方式，非如歐美國家採申請制，因此，無法估算各

系所之錄取率。而就研究所階段而言，採分開報名分開錄取，一人錄取多

所學校實屬常見，因此，在重複錄取的情況下以報到率代替錄取率，亦頗

能反映學生選擇的傾向。另外，就大學新生報到率的指標意涵來看，由於

我國 94 年大學考試分發入學錄取率已達 89.08%，在高等教育入學機會擴

張，學校從過去學生來源穩定到需呈現辦學成果以吸引未來學生之青睞，

紛紛訴求畢業學生之學習成果，如考取某種技能執照之比例、升學與就業

表現等，以留住特別是已經錄取尚未註冊報到之學生。因此，透過報到率

之數值可以間接反應社會大眾對於該所學校辦學成效的認同程度以及新

生對於該所大學所提供教育服務的預期效益。綜合國內大學部以及研究所

的考試管道以及招生趨勢，用新生報到率應可間接代表學校辦學表現。另

由於教育部核定招生人數並未在於教育部公私立大學校務資訊系統中呈

現，研究者則向教育部高教司洽詢取得數據。 
綜上段討論，本研究將「新生報到率」作為教學產出成果之指標之一，

並將指標之操作型定義為「大學部(含第二部)報到人數/教育部核定招生人

數+碩士班報到人數/教育部核定招生人數+博士班報到人數/教育部核定招

生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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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約當畢業生人數 
 我國大學校院雖絕大部分已經推動教學評鑑，惟受限於缺乏整合各校

教學評鑑結果之平台，因此，舉凡界定教學產出的指標，經常被引用仍是

畢業生人數乙項，如「大學部畢業生人數」(李宜芳，1999；林容萱，2003；
郭振雄，2000)、「研究生畢業生人數」(李宜芳，1999；郭振雄，2000)、「學

生畢業人數」(費業勳等，2004；沈艷雪，2002)、「碩博士畢業人數之加權

平均數」(林容萱，2003)、「約當畢業生人數」(洪鉦皓，2004)、「約當研究

生畢業生數」(郭振雄，2000)等。然而，畢業生人數是數量的概念，與畢

業生的素質仍有差距，舉凡國內外從事大學排名或評鑑工作，皆鮮少以畢

業生人數作為考量，而係以傑出校友人數為衡量指標，如上海交通大學「世

界大學學術排名」即是考慮質而不考慮量。但獲得學術重要獎項之人數雖

具有代表性，卻非多數學校均有此類校友，若不以獎項或成就作為判斷準

據，對於何謂傑出之定義又有歧異，因此在適用上有其困難。此外，大學

學位之取得，象徵著該學位應修習課程或考評的完成，且完成培育具備從

事該學門領域之專業知能人才的任務，培養越多畢業生則意謂著教學產出

表現越佳，因此，以畢業生人數作為教學產出之指標，亦難謂沒有隱含品

質管控的概念，爰此，若以質與量的角度來看畢業生人數亦未有所不可。

惟需特別一提在於畢業生人數仍不若「畢業生取得該領域之專業證照」或

「畢業生從事所學相關職業」等畢業生表現指標來的饒富意義，此部分雖

已於大學系所評鑑中首度獲得重視，並列為評鑑指標之一，惟資料取得之

問題，故並未於此次納入。本研究另考量大學部、碩士班以及博士班畢業

生之修業要求嚴謹有別，故參考大學校務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及 94 至 96
年度私立大學校院整體發展獎助及補助審核作業原則中提出了「加權生師

比情況」所界定大學部、碩士生與博士生比為 1：2：3 作為加權，並換算

為約當畢業生人數，以反映各校教學產出之表現。 
綜上段討論，本研究將「約當畢業生人數」作為教學產出成果之指標

之一，並將指標之操作型定義為「大學部畢業人數 x1+碩士班畢業人數 x2+
博士班畢業人數 x3」。 

 
4.大一新生續學率 
 大學排名中經常以大一新生續學率作為教學產出的表現指標，如美國

新聞與世界報導的「平均大一新生保留率」以及淡江大學高等教育中心曾

使用的「大一新生續學率」，此外，張美蓮(1996)在論及大學教育指標之建

構時，亦以大學生續學率作為教育成果。大一新生續學率的指標意義在於

大學新鮮人經過一年的課程體驗，衡量自身於一年中各項必選修課程所學

與所投入的時間金錢是否等價，並預期其未來三年的學習成果，而決定去

留。成功的教學引導學生進入該領域，並能期待透過完整的大學教育能培

養專業知能，反之，則茫然無所適從，並透過校際間比較後尋求轉學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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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等途徑。因此，續學率此項指標可謂對於教學成功與否的一種投票行

為。另外，續學率係指該校一年級學生於下一年度仍然註冊的比率，因此，

不包含計算校內轉系生，適合於本研究所界定以校為資料收集的層級特

性，使用上相當合理。由於教育部公私立大學校務資訊系統並未提供各校

於各年度不同年級之學生數，本研究爰採用教育部統計處網頁所公開下載

之大專院校校別學生數，依學年度下載 90 至 93 學年度之原始資料，並予

換算。 
綜上段討論，本研究將「大一學生續學率」作為教學產出成果之指標

之一，並將指標之操作型定義為「後一學年度大二學生人數/大一學生人

數」。 

本節以文獻探討為基礎，粗步建構教學與研究兩套指標系統內涵合計

27 項子指標，並按投入與產出面向表列於表 2-5-2。 
 

表 2-5-2：不同模式投入與產出指標表 
指標項目 研究指標模式 教學指標模式 

實有校舍面積 -- I 
教師研究室間數 I -- 
專任副教授以上人數 I -- 
專(兼)任教師人數 I I 
加權師生比 I I 
人事費 I I 
行政支援人員 I I 
儀器設備經費 I I 
圖書經費 -- I 
外文紙本期刊種類數 I -- 
除人事費外之經常支出 I I 
專任教師發表重要期刊論文篇數 O -- 
SCI、SSCI、AHCI 論文平均被引用次數 O -- 
發表於具審查制之期刊論文數 O -- 
專任教師發表具審查機制之專書(利)總數 O -- 
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總件數 O -- 
學術研究計畫總金額 O -- 
約當研究生畢業數 O -- 
專兼任教師正規教學實際授課總時數 -- O 
新生報到率 -- O 
約當畢業生人數 -- O 
大一新生續學率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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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教                    8項

實有校舍面積 
專兼任教師人數 
加權師生比 
人事費 
行政支援人員 
儀器設備經費 
圖書經費 
除人事費外之經常支出            

產-教                    4項

專兼任教師正規教學實際授課總時

數 
新生報到率 
約當畢業人數 
大一新生續學率 

投-研                    9項

教師研究室間數 
專任教師中副教授以上人數 
專任教師人數 
加權師生比 
人事費 
行政支援人員 
儀器設備經費 
外文紙本期刊種類數 
除人事費外之經常支出 

產-研                    7項

專任教師發表重要期刊論文篇數 
SCI、SSCI、AHCI 論文平均被引用

次數 
發表於具審查制之期刊論文數 
專任教師發表具審查機制之專書

(利)總數 
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總件數 
學術研究計畫總金額 
約當研究生畢業數 

註：I 為投入項；O 為產出項 
 
 依資料包絡法的分析特性，研究者仍須考量研究樣本的經營效率應看

重減少投入抑或增加產出，以決定分析時以投入為導向(input-oriented)的衡

量方式或係以產出為導向(output-oriented)的衡量方式。投入導向係指在不

減少產出的前提之下，投入可減少的比例；而產出導向則是在不改變既定

的投入之下，產出可增加的比率。一般應用資料包絡法研究教育機構學者

們多採用投入導向作為衡量方式(洪鉦皓，2004；林容萱，2003；李宜芳，

1999；Athanassopoulos et al.,1997)，其考量除將高等教育機構定位為非營

利組織外，主要原因在於我國高等教育環境普遍仍遵循政府管制的方針進

行，許多產出項並非學校能自行掌握。此外，由於各校自籌財源的能力尚

未趨成熟，仰賴政府經費補助的比例仍高，因此，主張學校應設法減少成

本的支出，對生產要素多加以控制。本研究與過去研究者之差別在於針對

教學與研究分別各擬定一套衡量績效的指標，按大學於教學面向的投入與

產出的自主性而言，由於本研究設定的教學產出指標(專兼任教師正規教學

實際授課總時數、新生報到率、約當畢業人數、大一新生續學率)大體上仍

相當程度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如教育部核定的招生數額以及國內大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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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度的變革等。因此，以投入為導向的衡量方式，應是相當適切。然而，

研究面向在本質上與教學面向有所不同，本研究產出指標(專任教師發表重

要期刊論文篇數、SCI、SSCI、AHCI 論文平均被引用次數、發表於具審查

制之期刊論文數、專任教師發表具審查機制之專書(利)總數、國科會學術

研究計畫總件數、學術研究計畫總金額、約當研究生畢業數)均有賴校內教

師發揮研究能量以爭取產出，自主性較強，且針對研究一環大學經營者多

希望能累積研究成果以奠定於該領域之領導基礎，對於產出的增加遠重於

投入的樽節。爰此，本研究將研究面向的效率評估以產出為導向的衡量方

式進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