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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主要在說明研究的設計與實施。以下分別就研究步驟與分析指

標、研究方法、研究對象與取樣方法、資料蒐集與處理以及研究程序與研

究進度等五節加以說明。 

 

第一節 研究步驟與分析指標 
本節將分別以研究步驟與分析指標等兩個部分來說明本研究的規劃設

計與執行流程，茲分述如下： 

壹、研究步驟 
 有關本研究之研究步驟詳如圖 3-1-2 所示，首先針對我國高等教育政

策分析、資料包絡法之理論、資料包絡法之相關研究、高等教育表現指標

以及衡鑑指標的選擇與分析等進行文獻評閱。其中藉由整理過去在實務界

以及學術界被用以衡量高等教育機構表現的指標，依照 Golany & Roll(1989)
所提，以文獻評閱為基礎探討指標與本次研究關係的關聯性與邏輯性。分

別依其屬性，建立研究型與教學型兩套包含投入與產出性質之指標系統，

並訂定各指標之操作型定義。 
 其次，搜尋國內相關統計資料庫及政府出版品，尋找足茲使用的指標

數據。研究者就所實際收集之情形與數據，經刪除無法取得數據之指標後

(數據之可得性)，按研究型與教學型兩套指標系統，分別針對投入與產出

指標進行皮爾遜積差相關，以求得指標間之一致性與相關性。針對相關係

數未達統計顯著標準以及相關係數呈現負相關者與以刪除或轉換。經前述

兩道步驟(指標數值可得性、指標數值相關性)調整後，將經篩檢後之兩套

指標系統分別編製成「評估我國大學校院之發展策略指標權重專家調查問

卷」，邀集高等教育行政相關學者專家以及教育行政人員，進行層級分析

法，以取得指標權重的上限與下限。 
 第三，分別就研究型指標系統與教學型指標系統以資料包絡法進行效

率分析，並選用 CCR 與 BCC 兩種模式以評估整體技術效率、純技術效率

與規模效率三項數值。接著，本研究目的之一在於以研究與教學兩大面

向，為大學尋求發展定位，因此在研究與教學兩軸線以整體技術效率之算

術平均數作為決斷值，可分為高研究高教學(綜合型)、高研究低教學(研究

型)、低研究高教學(教學型)以及低研究低教學(未定型)等，劃分四個群組。

以此種程序對三個學年度之資料分別進行分析，並以研究型指標系統之整

體技術效率值為 x 軸，教學型指標系統之整體技術效率值為 y 軸，繪製相

對座標圖如圖 3-1-1 所示，以利比較三個學年度 DMU 在相對表現上之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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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大學校院群組分佈 
 

此外，為找出提升經營效率之策略，本研究利用差額變數分析，以了

解各 DMU 在目前經營情況下資源使用狀態及可改善的方向與幅度。另因

資料包絡法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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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說有效率的單位都有機

會成為無效率單位的參考對象，相對有效率之單位不只有一個，故藉由運

用參考集合分析，可求得相對有效率之單位被參考的次數，當被參考次數

越多，表示該 DMU 越是真正具有效率。 
 第四，為了解各 DMU 的發展趨勢，本研究除對照各 DMU 歷年的效

率消長情形外，並參考資料包絡法所延伸之 Malmquist 生產力指數，以評

估總要素生產力變動、技術變動與技術效率變動三項數值，當數值大於 1
時，表示生產力有改善，反之生產力降低，藉以評估各 DMU 經營之趨勢。

最後就前述分析結果撰寫研究結論與建議。 
 依據此一研究架構，預期能獲致下列三項研究成果： 

一、擬定國內大學校院教學與研究之投入與產出性指標 

 本研究透過廣泛蒐集國內相關主題之研究所採用之指標，以及國內外

於實務上從事大學校院之排行與評鑑之方案。參照我國現有官方統計資

料，以建構在現階段實務研究所能取得之指標數據，另藉由相關係數之考

驗以及層級分析法之運算，不僅可挑選有參考價值之指標，並可求得各該

指標之相對重要性，兼具指標可得性以及指標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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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估國內大學校院在經營管理上之相對效率及影響因素，並對教

育行政主管提供改建建議 

 本研究利用資料包絡法底下的三項子分析：效率分析、參考集合分析、

差額變數分析，分別就研究型指標系統與教學型指標系統，評估其整體技

術效率、純技術效率與規模效率三項數值，並針對相對無效率之單位，應

如何就哪一項指標進行調整以及調整的幅度，提出建議。以協助經營管理

者了解本身之相對優劣勢。 
 另為釐清影響效率表現之原因，並佐以權屬別與學校規模作為自變

項，以上述三項效率值為依變項，探討其效率表現背後的環境因素，以供

教育政策制定者之參考。 

 

三、分析國內各大學校院發展類型與趨勢 

 本研究利用以綜合型、研究型、教學型以及未定型等四種為各校謀求

現階段之發展類型，可作為各大學在考量市場區隔以及本身體質後，進行

校務規劃與推動之參考，如大學部與研究生之比例、師資與研究團隊的組

成、教學或研究設備之採購、校務發展之重心。而各學年度效率值消長以

及 Malmquist 生產力指數則可作為學校在經營管理上屬於提升或衰退的指

標，就學校本身而言有利於經營管理者調整管理措施，就高等教育主政機

關教育部而言，亦可評估大規模專案計畫的投入，是否達到政策規劃時之

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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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研究步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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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分析指標 
 本研究的指標可區分為：「研究指標系統」以及「教學指標系統」兩大

部分，其各個層面之各項子指標及其操作型定義臚列於下表 3-1-1。為維持

各層面之可靠性，不致因個別指標影響整個構面之表現，並盡可能涵蓋該

層面之表現，研究者將各層面至少以四個以上指標表現來代表。此外，由

於本研究指標資料係取自「教育部公私立大學校務資訊評鑑系統」及官方

資料，在指標正確性上較佳。惟需特別一提的是研究者假定各個指標間之

重要性不相等，故指標之數值仍需經過加權後，才能真實反應其對效率值

之影響力。 
 
表 3-1-1：各指標之操作型定義 

指標系統 指標名稱 操作型定義 
研究指標系統  
投入層面  
1 教師研究室間數 教師研究室間數 
2 專任教師中副教授以上人數 專任教師中副教授以上人數 
3 專任教師人數 專任教師總人數 

4 加權師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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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人事費 人事費(含退撫支出) 

6 行政支援人員 
大學行政支援人力(職員、助教、研究人員、技術人員、

技工、工友、警衛、司機以及其他)  

7 儀器設備經費 購置儀器設備總經費+受贈儀器設備總經費 

8 外文紙本期刊種類數 外文紙本期刊種類數 
9 除人事費外之經常支出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其他 
產出層面  

1 專任教師發表重要期刊論文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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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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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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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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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總件數 

6 學術研究計畫總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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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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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約當研究生畢業數 碩士班畢業學生數 x1+博士班畢業學生數 x2 
教學指標模式  
投入層面  
1 實有校舍面積 實有校舍面積 
2 人事費 人事費(含退撫支出) 
3 專兼任教師人數 專兼任教師總人數 
4 儀器設備經費 購置儀器設備總經費+受贈儀器設備總經費 

5 圖書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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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行政支援人員 
大學行政支援人力(職員、助教、研究人員、技術人員、

技工、工友、警衛、司機以及其他) 

7 除人事費外之經常支出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其他 

8 加權師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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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出層面  

1 
專兼任教師正規教學實際授課總

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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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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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約當畢業生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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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一學年度大二學生人數/大一學生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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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方面，綜合王文科(1999)與郭生玉(1998)對於教育研究法之

分類，本研究主要是採用「文獻分析法」、「調查研究法」、「相關研究法」

以及「縱貫研究法」等方法進行研究。茲說明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又稱為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或
資訊分析(informational analysis)。在許多領域的研究中，經常需透過文獻

獲得相關的歷史資料，藉以解釋在某特定時間某現象的狀態，或在某段期

間內，該現象的發展情形(王文科，1999)。而在教育行政領域的研究，則

係就有關資料，包括文書、報告、會議紀錄、書籍、刊物、論文、手稿等，

加以蒐集、研讀與分析，從其內容中獲得所欲研究之問題的答案(謝文全，

2003)。只是此類的文件資料，通常必須事先進行鑑定，在辨別真偽後方能

使用，此外，資料的可信度也伴隨著刊載單位之不同而有所差異，如第一

手的官方資料遠比轉載之報章雜誌來的可靠。文獻分析法之主要優點在於

能廣窺各家各派專家學者的論點，而缺點則在於研究者本身的主觀偏見，

僅記載支持的論點，而不被認同之論點因而失聲。 
 本研究主要以「文獻分析法」探討「我國高等教育政策分析」、「資料

包絡法之理論」、「資料包絡法之相關研究」、「高等教育表現指標」以及「衡

鑑指標的選擇與分析」五大部分。所蒐集之資料包含：政府出版品(如高教

簡訊、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中華民國教育統計)、政府資料庫(如教育

部公私立大學校務資訊評鑑系統、大學校院一覽表及碩博士班概況檢索系

統)、法規命令暨行政規則(如大學法、大學法施行細則、大學校院師資培

育評鑑作業要點)以及國內外書籍、學位論文、期刊與網際網路等。文件資

料的取材限於研究者之時間與負荷量未能窮盡，但仍力求資料蒐集的多元

性，並在提出某項論點時有足夠之資料以茲佐證。 
 

二、調查研究法 

 所謂調查研究法(survey research)係指研究者採用問卷(questionnaire)、
訪問(interview)或觀察(observation)等技術，從母群體成員中，蒐集所需的

資料，以決定母群體在一個或多個社會學變項或心理學變項上的現況，或

諸變項之間的關係。從事調查研究涉及許多技術問題，如調查實施的過

程、抽樣的方法、問卷的設計、以及資料的分析等。 
本研究所蒐集之資料係以直接採用「教育部公私立大學校務資訊評鑑

系統」建置之資料庫為主。惟該資料庫於建置時，是由教育部設計相關表

格交由公私立大學系所承辦人上網填寫，彙整而成。就研究資料的收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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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歸類為問卷調查(questionnaire survey)。問卷調查最大的優點在於可同

時調查多間學校、量化的標準化資料容易處理、節省蒐集資料的時間、經

費成本低等(馬信行，1998；郭生玉，1998；謝文全，2003)；雖然，資料

庫資料遠比研究者以個人名義編製問卷進行施測來的可靠，且本研究所列

之指標皆為有形的變項，可稱為實況調查(status survey)，較無調查無形的

變項(如態度、動機)時所產生之反應心向或偽裝答案等偏誤，而在信、效

度上也較佳；惟其缺點在於限制各校於制式表格中填報，且系所承辦人對

於指標之操作型定義認知錯誤，亦可能造成填報不實等問題。 
其次，本研究為建立分析指標的權重，也以問卷調查編製「評估我國

大學校院之發展策略指標權重專家調查問卷」，邀集高等教育行政相關學

者專家以及教育行政主管填答。進行層級分析法，以取得指標權重的上限

與下限。傳統常用以決定權重之德菲術(Delphi technique)係利用一連串(通
常是 3 次到 4 次)問卷調查的方式，獲取人們對問題共識看法的一種研究

法。主要優點在於兼有問卷調查的隱密性，並具有座談或訪問法的相互激

盪。缺點則是容易引起填答者的厭煩，而不願意持續參與(謝文全，1992)。
層級分析法則是以一次施測所得之資料整合為專家共識意見，雖能避免專

家以他人意見為意見的情況發生，但較缺乏傳統德菲法專家間意見交流，

逐步達成共識的交流過程。 
 

三、相關研究法 

 凡是經由相關係數而探求變項間關係的研究，均稱為相關研究

(correlational studies)，其在心理與教育研究中應用的非常普遍(郭生玉，

1998)。採用相關研究探討心理與教育問題，主要的設計有關係研究

(relationship study)與預測研究(prediction study)兩種。前者目的在分析變項

與變項之間的關係，後者則是根據變項間的相關，從一個變項或某些變項

預測另外的變項。兩者最顯著之差別在於預測變項與效標變項出現的時間

點。就關係研究而言，這兩個變項的測量不必有特殊的順序；但在預測研

究中，預測變項必須在效標變項之前的一段時間測量(Borg & Gall，1979)。 
 本研究以指標作為測量的變項，且皆為連續變項，為考驗投入指標層

面與產出指標層面中各子指標之關係，以皮爾遜積差相關求取相關係數，

並進行考驗，此一部分乃係在進行關係研究。其次，本研究以資料包絡法

針對多項投入與多項產出計算各 DMU 之相對效率值。其基本假設為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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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此，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係又可界定為預測研究，且是一種指標層

面間的複合關係。最後，為探討環境變項對於效率值之影響所使用之迴歸

分析，則係屬於典型的以自變項預測依變項預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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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縱貫研究法 

 所謂縱貫研究法(longitudinal approach)係指對相同的對象，連續性的重

複研究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亦即以相同的受試者為研究對象，在其不同的

年齡或階段，連續觀察其發展的情形。縱貫研究法適合下列三種研究：(1)
探討發展的連續性；(2)探討發展的穩定性；(3)探討早期經驗對以後行為發

展的影響(郭生玉，1998)。本研究乃係採用「教育部公私立大學校務資訊

評鑑系統」共包含 90、91、92 學年度之縱貫性資料，除可單就描述性統

計得知各校於三個學年度在各項指標之消長情形外，為使縱貫性資料提供

更豐富之訊息，本研究利用資料包絡法之分析功能，進一步計算 Malmquist
生產力指數，計算方式是採 90 學年度至 91 學年度、91 學年度至 92 學年

度以及 90 學年度至 92 學年度三個年段，倘生產力指數大於 1 表示年段間

效率表現呈現提升之趨勢，反之則為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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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與取樣方法 
 本節將分別就本研究之「研究對象」與「取樣方法」進行介紹如下： 

壹、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係從教育部高教司委託中原大學建置「教育部公私

立大學校務資訊評鑑系統」中刪除 9 所軍警校院、6 所藝術與體育類以及

14 所缺少完整大學畢業生資料之大學校院，共計由 50 所大學校院 3 個學

年度之縱貫性資料而組成。該系統搜羅公私立大學校院及軍警校院共計 79
所，包含 90、91、92 三個學年度之校務量化資料。 

本研究之所以不以 163 所大專校院為研究對象，係因大學校院和專科

兩者有其體質、規模以及任務上之不同，故不將專科學校列入研究的對

象。此外，不採大規模以全國大學校院為研究對象之原因在於各項校務量

化資料涉及填報時之定義、時間基準點與可信度，我國大學校院分別由教

育部高等教育司、中等教育司以及技職教育司主政，技職教育司掌管之科

技大學與技術學院因校務資訊資料庫建置尚未成熟，囿於研究者之能力，

故未能涵蓋技職教育體系，而僅以「教育部公私立大學校務資訊評鑑系統」

所涵蓋之大學校院作為研究對象，如表 3-3-1 所示。另進行後續分析時則

以 DMU 代號呈現各項之分析結果，而不呈現校名。 
 
表 3-3-1：研究對象一覽表 

 校名 組別 
創校/ 
改制  校名 組別 

創校/
改制 

01 國立政治大學 國立一 1954 26 東海大學 私校一 1955 
02 國立清華大學 國立一 1956 27 輔仁大學 私校一 1960 
03 國立台灣大學 國立一 1928 28 東吳大學 私校一 1954 
04 國立成功大學 國立一 1931 29 淡江大學 私校一 1980 
05 國立中興大學 國立一 1943 30 中國文化大學 私校一 1980 
06 國立交通大學 國立一 1958 31 靜宜大學 私校一 1989 
07 國立中央大學 國立一 1962 32 華梵大學 私校一 1997 
08 國立中山大學 國立一 1979 33 世新大學 私校一 1997 
09 國立台灣海洋大學 國立一 1964 34 銘傳大學 私校一 1997 
10 國立中正大學 國立一 1989 35 實踐大學 私校一 1997 
11 國立台北大學 國立二 2000 36 長榮大學 私校一 2002 
12 國立嘉義大學 國立二 2000 37 中原大學 私校二 1955 
13 國立東華大學 國立二 1994 38 逢甲大學 私校二 1980 
14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國立二 1995 39 元智大學 私校二 1997 
15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師範組 1967 40 中華大學 私校二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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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師範組 1967 41 大葉大學 私校二 1997 
17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師範組 1971 42 義守大學 私校二 1997 
18 國立台東大學 師範組 2003 43 大同大學 私校二 1999 
19 國立台南大學 師範組 2004 44 國立陽明大學 醫學組 1975 
20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 師範組 2005 45 長庚大學 醫學組 1997 
21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師範組 2005 46 高雄醫學大學 醫學組 1999 
22 國立台中教育大學 師範組 2005 47 慈濟大學 醫學組 2000 
23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師範組 2005 48 台北醫學大學 醫學組 2000 
24 國立花蓮教育大學 師範組 2005 49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組 2001 
25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 師範組 2005 50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組 2003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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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大專院校名錄(95 學年度)，教育部統計處，2006b，2006 年 12

月 23 日，取自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 
STATISTICS/EDU7220001/data/school/u1.htm 

 
 從研究對象基本資料統計表(見表 3-3-2)中，可以看出此次研究對象在

權屬別上以私立大學組較多合計 18 所，佔 36%，醫學校院最少合計 7 所，

佔 14%。權屬別向來為研究學校經營效率之學者所關注之環境變數之一，

但本研究選擇進一步依任務性質區分，為的是能更細膩的呈現權屬別之影

響。但也有只以公私立屬性區分，如李宜芳(1999)即發現私立學校經營效

率較公立學校為佳。探究其可能原因在於公立學校受限於公務預算以及會

計法規，在使用上缺乏彈性，而私立學校則傾向站在成本效益的考量靈活

運用。然而，由於 1999 年「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施行以及

90 年代高等教育的改革政策(高等教育擴充、專案經費、師資培育開放等)，
公立學校是否會因校務基金而使經營更趨效率、學校任務性質不同是否會

影響效率表現，均值得關注。其次，在創校或改制年度中，校數分配大致

平均，惟值得注意係在本研究於文獻探討時即指出，教育部近年推動之引

導性競爭經費，多為 1990 年以前創校或改制之學校所囊括，在講究績效

以及資源分配之公正性上，此階段學校之經營效率是否較其他階段為佳，

可由部分指標性學校窺之。最後，在學校規模上，係以在校學生人數的多

寡作為區分，大規模合計 22 所，佔 44%最多，在衡量機構經營效率時，

傳統上習慣以經濟學中規模效率(當廠商生產能力與產量增加時，由於大量

採購原料使成本降低，產品每單位製造成本隨產量的擴大而下降所帶來的

效益)的觀點假設大學規模越大，越能降低經營成本，提升效率，因此，自

2001 年始一系列之大學整併計畫即是立基於此一種思維，嗣後雖僅有少數

成功合併案例，即便合併成功是否便能達到預期效果，仍未有定論。由於

本研究此次資料係採用 90、91、92 學年度之資料，尚不能反映合併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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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以及回答前述之問題，但仍有助於回答規模越大經營效率越好的假

設是否存在；另外自 2000 年以降，學院改名或改大者眾，其在表現上是

否已具有同等級學校之水準，抑或依舊停留在學院的經營模式，亦可由研

究結果中釐清。 
 
表 3-3-2：研究對象基本資料統計表 

類別變項 類別 校數 百分比 
1.國立大學 14 28% 
2.師範校院 11 22% 
3.私立大學 18 36% 

權屬別 

4.醫學校院 7 14% 
1.1990 年以前 21 42% 
2.1990-2000 年 14 28% 創校/改制年度 
3.2000 年以後 15 30% 
1.大規模(10,000 以上) 22 44% 
2.中規模(5000,-10,000) 15 30% 

學校規模 
(在校學生數) 

3.小規模(5,000 以下) 13 26% 
 

貳、取樣方法 
 取樣依範圍大小可分為普查(censuses)與樣本調查(sample surveys)，前

者係對於感興趣的整個母體進行調查，後者則是對於母群體中的一部分為

之。另依所欲研究的材料則可區分為有真實事物與非真實事物兩類，前者

為直接可測量之變項，後者則多是心理學上抽象的構念。王文科(1999)綜
合上述兩種分法區分為：(1)真實事物普查(census of tangibles)；(2)非真實

事物普查(census of intangibles)；(3)真實事物樣本調查(sample survey of 
tangible)；(4)非真實事物樣本調查(sample survey of intangibles)等四大項。 

首先就本研究所採用之「教育部公私立大學校務資訊評鑑系統」而言，

在範圍上係屬於普查，因其包含教育部高教司所業管之 50 所公私立大學

校院；而在材料上則係屬於真實事物，因該系統係以各項可直接測量之指

標作為調查標的，如學生人數統計、校舍校地面積統計等。故屬於真實事

物普查，優點在於只要變項界定清楚，計算確實，便具有較佳的可重複驗

證性。 
 其次，本研究為建立指標權重，研究者編製「評估我國大學之發展策

略指標權重專家調查問卷」，以高等教育專家學者以及高等教育行政主管

為對象進行調查。其受試者(樣本)之產生係由研究者就國內高等教育領域

中綜合其學經歷背景、發表著作並與指導教授討論定案；行政主管則就教

育部高等教育司官員以及獲得教育部「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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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與「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專案補助之學校一級主管中接洽，此

種取樣方法按上述之分類為「非真實事物樣本調查」(調查材料為專家意

見，且非針對全國之專家學者與高等教育行政人員施測)，而單就抽樣方法

論則係屬於非機率抽樣中的立意抽樣。立意抽樣又稱為「合目標抽樣」，

或稱為「判斷抽樣」，立意抽樣是訴諸研究者自己的判斷，但要選擇那些

當研究樣本，端視選出的樣本，是否最能符合研究的目標而定(王文科，

1999；郭生玉，1998)。立意抽樣的關鍵性問題在於沒有理由可以假定被判

斷具有代表母群體特徵的單位，在未來期間，仍繼續具有代表性。因此，

即使立意抽樣較為方便可行，在態度及意見調查方面適用性極高，但仍需

了解其限制，小心運用(Ary, Jacobs & Razavieh,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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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料蒐集與處理 
 本研究採用 SPSS 13.0、STATA、Expert Choice 2.0、DEA-Solver 以及

DEAP 等統計軟體，對於所蒐集之原始資料進行統計分析。以下茲就資料

蒐集的來源以及所採用的統計分析方法加以說明。 
 

壹、資料蒐集 
 本研究之分析數據皆有賴系統性指標數值之取得，以及建構指標之相

對權重，因此，研究之價值與實用性皆維繫在所獲得指標之品質與所能提

供之最大訊息量。故資料蒐集的介紹以系統性指標數值之取得與指標權重

之建構為核心進行，以下茲就此兩項說明資料蒐集之步驟。 

 

一、系統性指標數值之取得 

 系統性指標數值之取得目的在於提供進行資料包絡法之第一手數據，

本研究之資料蒐集均來自於官方資料，以「教育部公私立大學校務資訊評

鑑系統」建置之資料庫為主，逕自網路下載資料庫之各項表格供作分析；

另外部分指標所需之原始數據則逕向教育部高教司或統計處洽詢官方資

料。此次所收集之資料層級界定為學校，故排除學院、中心或系所層級之

資料。 

 

二、指標權重之建構 

 指標權重之建構主要目的在於提供資料包絡法於分析時能求得最接近

真實之效率值。指標權重建構的方法係由研究者編製「評估我國大學之發

展策略指標權重專家調查問卷」，以高等教育專家學者以及高等教育行政

主管為對象進行調查。填答者之產生在專家學者方面係由研究者就國內高

等教育領域中綜合其學經歷背景、發表著作並與指導教授討論定案；行政

主管則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官員以及獲得教育部「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

尖研究中心計畫」與「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專案補助之學校一級主管

中接洽，預計分別發送 15 份，合計 30 份專家問卷。發送問卷之專家學者

名單如下表 3-4-1 所列。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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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 3 

表 3-4-1：專家問卷委員名單 
姓名 組別 服務單位與職級 備註 

王保進 專家學者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教育行政與評

鑑研究所教授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

心基金會 

王如哲 專家學者 致遠管理學院副校長 
著有《比較教育》及一系列

大學指標研究專篇 
沈姍姍 專家學者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著有《國際比較教育》 

吳清山 專家學者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教育行政與評

鑑研究所教授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

心基金會執行長 

吳政達 專家學者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行政與政策研

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著有《教育政策分析：概

念、方法與應用》 

秦夢群 專家學者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育院長 
著有《教育行政理論與實

務》及一系列大學經營專篇

許士軍 專家學者 元智大學遠東管理講座教授 
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理

事長 

陳伯璋 專家學者 
淡江大學教育政策與領導研究所

教授暨教育學院院長 

推動「我國大學學術聲譽與

學門排名研究」及一系列高

等教育經營專書 

黃政傑 專家學者 國立台南大學校長 
曾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

長，著有《大學教育改革》

湯  堯 專家學者 國立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著有《高等教育經營》 

楊  瑩 專家學者 
淡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兼

所長 
曾任淡江大學高等教育評

鑑中心主任 

張鈿富 專家學者 暨南國際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著有《教育政策與行政：指

標發展與應用》等書 

謝文全 專家學者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著有《教育行政學》及一系

列高等教育專篇 

戴曉霞 專家學者 國立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著有《高等教育的大眾化與

市場化》 
蘇錦麗 專家學者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著有《高等教育評鑑》 

包家駒 教育行政 長庚大學校長 五年五百億補助學校(醫) 
牟宗燦 教育行政 世新大學校長 教學卓越計畫(人文) 
李嗣涔 教育行政 台灣大學校長 五年五百億補助學校(綜合)
吳思華 教育行政 政治大學校長 五年五百億補助學校(人文)
何卓飛 教育行政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  
陳文村 教育行政 清華大學校長 五年五百億補助學校(工) 
黃文樞 教育行政 東華大學校長 教學卓越計畫(綜合) 
黃榮村 教育行政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教學卓越計畫(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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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宗平 教育行政 元智大學校長 五年五百億補助學校(工) 
郭義雄 教育行政 台灣師範大學校長 教學卓越計畫(師範) 
楊玉惠 教育行政 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專門委員 專案計畫 
張宗仁 教育行政 中山大學校長 五年五百億補助學校 
張進福 教育行政 暨南國際大學校長 教學卓越計畫(綜合) 
錢建嵩 教育行政 中原大學校長 教學卓越計畫(工) 
劉安之 教育行政 逢甲大學校長 教學卓越計畫(工) 
註：以上名單依姓氏筆劃排列。 

 

貳、統計方法 

一、描述統計：平均數、標準差 

 本研究以平均數(mean)與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 SD)等描述性統

計，了解各校於各項指標之表現情形。平均數又稱為算數平均數，係集中

量數(measure of central location)一種，可用以表示大部分的分數集中在哪

一個中心位置上(林清山，1992)，亦即用以描述所蒐集到的資料裡各指標

之集中情形的最佳代表值。由於本研究所蒐集到的指標統計資料均屬於連

續變數，因此，最宜使用算數平均數的統計方法來表示。標準差為變異量

數之一種，係用來表示團體中各分數之分散情形的統計數，當標準差越大

表示分佈情形越分散，各校於該指標的表現越不整齊。為使描述統計數值

更加的周詳，本研究尚進一步提供各指標之最大值與最小值，以利計算出

全距(range)。此部分描述統計的運算皆以 SPSS 13.0 進行運算，並按照各

指標及各學年度登錄於表中。 

 

二、皮爾遜積差相關(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Golany & Roll(1989)提出統計上可用以檢驗投入與產出項相關程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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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檢定是否符合「同向性」(isotonicity)之關係，亦即投入

數量增加時，產出數量亦會增加。爰此，本研究挑選皮爾遜積差相關作為

檢定投入與產出項之間是否符合「同向性」(isotonicity)的統計方法。在統

計學上，係以相關係數來代表兩個變數之間關係密切與否的程度，並可將

相關係數除以標準誤後用以考驗相關係數是否顯著不等於零(林清山，

1992)。本研究分析時由於係使用三個學年度之資料，且不同學年度之資料

特性將有可能導致不同學年度指標間之相關係數不一之情形。因此，為求

指標篩選結果之一致，故本研究以 90 學年度之原始資料作為運算之基準，

並將指標依研究與教學兩大指標系統分別計算各投入指標與產出指標間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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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 3 

之相關係數值，若相關係數值為負，因不符合同向性之假設，則與以調整

或捨棄該項指標，若相關係數值之考驗未達顯著水準，則與以捨棄，或以

其他近似意義之指標代替。重複上述之流程，以期利用皮爾遜積差相關反

覆修飾根據文獻探討所整理出之指標系統，以更為貼近資料之性質，並使

指標系統更為合理與利於後續分析。此部分運算皆以 SPSS 13.0 進行運

算，並按照整理各指標登錄於表中。 
 

三、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Satty(1980)提出之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主要是

應用於不確定性情況與具有多個評估準則的決策問題上。其曾提出層級分

析法可應用於以下 12 類問題中：(1)規劃；(2)替代方案的產生；(3)決定優

先順序；(4)選擇最佳方案或政策；(5)資源分配；(6)決定需求；(7)預測結

果或風險評估；(8)系統設計；(9)績效評量；(10)確保系統穩定；(11)最適

化；(12)衝突的解決。本研究評估經營效率，就投入資源而言主要在提供

學校經營者進行資源分配，而就產出表現則係從績效評量的角度切入，因

不同層面有不同之考量，因此在使用層級分析法時即將研究與教學兩套指

標系統區分為：(1)研究投入；(2)研究產出；(3)教學投入；(4)教學產出等

四項，將所蒐集之專家意見，利用 Expert Choice 2.0 分別求取各個面向內

之指標相對權重，並將結果登錄於表中。 
 

四、資料包絡分析法 

 本研究為計算各大學的效率值，包括每一學年度整體技術效率、純技

術效率、規模效率等數值，係利用資料包絡法中 Charnes, Cooper and 
Rhodes(1978, 1981) 發 展 出 的 CCR 模 型 ， 以 及  Banker, Charnes, and 
Cooper(1984)的 BCC 模型，套用於指標加權的確定區域模式，求取上述三

項效率值。另為呈現跨年度生產力變動情形的效率值，包括總要素生產力

變動、技術變動、技術效率變動，則以 Malmquist 生產力指數估算。由於

本研究假定的研究與教學兩套效率值考量的取向略有不同，故將研究假定

為以產出為導向的衡量方式，教學則以投入為導向的衡量方式進行，並將

計算出之各校整體技術效率值作為下一階段分群之依據。資料包絡法分析

階段時係使用統計軟體 DEA-Solver 與 DEAP 兩套軟體執行運算，並將結

果登錄於表中。 
 

五、無母數統計檢定：H 檢定、U 檢定 

本研究為檢定權屬別對於效率值之影響，係利用無母數統計家族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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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uska-Wallis 二氏單因子等級變異數分析以及 Wilcoxon two-sample test 中

的 Mann-Whitney U 檢 定 ， 檢 定 各 組 間 效 率 表 現 之 顯 著 差 異 性 。

Kruskal-Wallis H 檢定係 Wilcoxon 等級檢定的延伸，可推廣到 3 個以上的

獨立隨機樣本的問題，亦即用來檢定 K 組獨立樣本是否來自同一母體的統

計假設，本研究所設定之權屬別共計 4 組，適合先以此作為單因子的變異

數 分 析 ， 倘 檢 定 值 達 顯 著 表 示 有 任 兩 組 間 不 相 等 ， 則 進 一 步 以

Kruskal-Wallis 進行兩兩一組的比較，以檢定何兩組間平均數不相等。此部

分運算皆以 SPSS 13.0 進行運算，並按照整理各指標登錄於表中。 
 

六、Tobit 迴歸分析 

本研究為深入分析影響效率值的原因，選擇以權屬別與學校規模，對

構成整體技術效率值，包括代表資源配置有效性的純技術效率以及投入與

產出比例是否恰當的規模效率進行迴歸分析。僅挑選上述兩項環境變數對

整體技術效率以及構成整體技術效率的兩項效率值作為預測，乃係基於研

究者假定此兩項環境變數可反應高等教育政策與學校經營型態的影響。分

析時係將各變數調整為虛擬變項，使用 Tobit 迴歸分析按不同模式分別投

入變數，藉由觀察標準化迴歸參數之顯著性，以及卡方係數等數值，解釋

變數與模式意義。另需補充一提在於本研究使用之資料包絡法分析結果最

大值為 1，亦即會產生數值截斷之現象，若使用傳統迴歸方式處理則會有

估計偏誤之情形產生，爰此，使用 Tobit 迴歸分析係較為正確的做法。此

部分運算皆以 STATA 進行運算，並按照整理各指標登錄於表中。 
 

七、差額變數分析法 

 本研究為針對無效率之學校在個別指標上透過投入的減少或是產出的

增加，提出效率改善的建議，所使用之統計方法為差額變數分析法。差額

變數分析法是指無效率之決策單位，分析投入可以減少以及產出可以增加

之幅度，以供效率改善之方法。以下玆援用「投入導向模式」由圖 3-4-2
說明射線與非射線投入差額之概念(轉引自洪鉦皓，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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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射線與非射線之投入差額 

YX /1

YX /2  

A 

D 
D* 

C* 

B’ 

C 

A’ 

B 

O 

圖

g environmental into a nonparametric 

 

(A、B、C、D)，使用兩種投入 生產

單一產品，其中

資料來源：Incorporationg the operatin
measure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Fried, H. O., S. S. Schmidt, and S. 
Yaisawaring,1999,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12, 
pp.249-267. 

假定有四個不同的決策單位 ),( 21 xx

''BA 為等產量曲線，決策單位 A、B 的技術效率為 1，決

策單位 C、D 的射線技術效率為 、 介於 0 到 1 之間。所

slack)。以決策單位 D 為例，射線投入差額為 ，其中

*/ OCOC */ ODOD

以，決策單位 C、D 可根據技術效率來調整要素投入量，以達有效率的生

產情境，故將無技術效率乘上要素投入，則稱為射線投入差額(radial input 

DD xTE )1( − DTE 與 Dx

ck)。綜上，差額變數分析所推估的總合投入差額(total input slack)，則為

射線與非射線投入差額之加總。反之用於產出導向模式，即為總合產出差

為決策單位 D 的技術效率值與要素投入量。此外，

率邊界上，使得 與決策單位 B 有著相同的產出， 點則使用更多

投入量，所以， 部分則稱為非射線投入差額 (non-radial input 

sla

*D 位於平行橫軸的效

*D 但 *D 的

1x
*

11
DB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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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total output slack)，差額變數分析係在針對各個指標進行診斷，可用一

般處理資料包絡法之軟體運算求得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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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程序與研究進度 

壹、研究程序

：準備階段(蒐集文獻資料、進

)、指標選擇階段(蒐集資料庫資料、界定指標

料，並針對相關文獻逐筆進行評

。過程中持續與指

 

。在調查研究法中，依研究變項的性質

 

 
 本研究的實施程序大致依四個階段進行

行文獻評閱、撰寫研究計畫

之操作型定義)、實施階段(實施專家問卷調查、指標權重分析、資料包絡

法分析程序)、完成階段(撰寫論文結論、論文校對與印製)。 

一、準備階段 

 準備階段在於廣泛蒐集與閱讀文獻資

閱，選擇具有代表性與啟發性者整理於文獻探討章節中

導教授討論修正論文方向，俾利論文得以有效聚焦。此外，因資料包絡法

為商學領域用以衡量政府機構及非營利組織績效之技術，為利於研究者掌

握其基本假設，進行跨領域之研究，則透過每週旁聽「政府與非營利組織

績效評估」課程、參閱孫遜所著專書《資料包絡分析法：理論與應用》奠

定基本概念。 

 

二、指標選擇階段

 指標選擇階段主要工作在於兩部分，其一為界定本研究所動用分析之

指標，其次為蒐集足供分析之資料

可分為實況調查(status survey)與調查研究(survey research)兩種；依研究團

體的性質分，則可分為樣本調查(sample survey)與群體調查(population 
survey)兩種。本研究係屬於群體的實況調查，故指標的取得難易度亦會連

帶影響群體的大小。此一原因在於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大學校院，且所蒐

集之資料包羅甚廣，非一般研究者得以蒐集齊全，而有賴官方建置之資料

庫資料做進一步的整理。故本研究先以文獻評閱時所整理之各項投入與產

出性指標作為理想中蒐集的指標內容。接著著手查閱官方出版品以及各個

官方網站是否登載足供分析之資料，經搜尋後，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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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已包括政治大學等 79 所

大學校院，涵蓋 90、91、92 三個學年度之各項校務資訊，並以 17 個表格

呈現各個細項，可謂現階段最合適之資料庫。本階段透過反覆比對理想指

標內容以及資料庫所提供之資料，擬定此次研究具體可行之指標內容與操

作型定義。 

 

三、實施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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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並以高等教育行政專家學

 

 項統計分析後之數值，進行討論

。此外，為令分析結果更具可信度，則援引前

、研究進度

自然的拖延，減至最低程

；

實施階段區分為三個部分，首先就本次研究所投入分析之指標按研究

指標模式與教學指標模式兩部分編製專家問

者以及行政主管為發放對象，並就所回收之填答問卷，建構各指標之相對

權重。其次，就資料庫內之原始資料，按操作型定義進行編碼以及公式換

算，乘以各指標之相對權重，著手進行資料包絡法分析之程序。最後，就

資料包絡法所求取之效率值分析影響因素，並依各校在研究與教學的表現

進行分群。 

 

四、完成階段

完成階段在於根據實施階段所進行各

與分析，使其數值產生意義

人之研究結果與學理以茲佐證。倘與前人研究不同，則據本研究之設計，

說明造成差異之可能原因。最後並陳述本研究之貢獻與限制，俾提供後續

領域研究者改進之方向。論文並於文字的潤飾與校正完成後付梓。 

 

 貳

 時間表進度表之擬定，在於督促研究者估計完成研究所需的時間，一

則顧慮研究者本身的能力；二則促使研究者將

度 三則可協助研究設計趨向系統化，掌握每一部分任務所需的時間(王文

科，1999)。針對研究時間表所繪製的圖稱為甘特圖(Gantt chart method)，
主要包括兩項：(1)列出擬進行研究的主要活動；(2)規劃每一階段期望完成

所需的時間。本研究評估各個階段之工作性質與難度，以及預計於 2007
年完成碩士學位之實際需求，擬具本研究進度如下圖 3-5-1 所示： 
 

2006 年 2007 年   

 
       時間 

工作項目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9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4
 

5
月月 月  月 月

1.確定研究範圍               

2.蒐集相關文獻               

3.擬定研究計畫               

4.蒐集數據資料               

5.資料分析               

6.撰寫論文初稿               

7.修訂論文               

8.印製論文               

圖 3-5-1：研究進度甘梯圖(Ga tt C art)n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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