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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可分為三節，第一節將探討「大專校院各項指標理論與應用」，

以瞭解目前學術研究成果與實務法規計畫中已探討或應用過哪些大專校

院相關指標；其次第二節將探討「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之政策沿革

與現況」，以期掌握當初設計總量管制制度之政策目標與現行作業方式；

第三節則藉由心智圖法與 Mind Manager 思維管理軟體歸納學者專家們對於

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之相關意見與看法，並參考前述大專校院各項指標

理論與應用分析結果後，整理出「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之預期效益

與參考指標」。 

    本節將分別針對「指標的意義與內涵」、「大專校院各項指標之研究成

果」以及「大專校院各項指標之實務應用現況」等三個部分進行分析： 

壹、指標的意義與內涵 

 一、指標的定義 

何謂「指標(indicator)」？學者們始終有著不同的看法。如 Johnstone

曾於 1981 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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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應能對相關的層面進行加總或分割，以達成研究

分析的目的(引自王保進，1993)。 

而張鈿富(1999：1)認為指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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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反應重要層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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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58)則表示所謂指標是一種參數，作為提供資訊，描述

現象、環境、地區的狀態，一般而言，指標並無特定之定義或求法，需

依評估對象之特性予以定位。參考論者對指標的定義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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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念本身連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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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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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指標有時也會涉及一種實務應用上的定義，如張鈿富(1999)即以

指標在教育上的應用為出發點，來定義「教育指標」為經由匯集整理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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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kes(1989)也指出教育指標是關於教育制度之個別性

或整體性的統計量，旨在協助教育政策之決定。而 Power 更於 1990 年提

出指標的數值必須與參照點比較，才能判斷其意義的看法(引自張美蓮，

1996)。 

綜上所述，本研究謹將「指標」一詞加以定義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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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指標的類型 

      研究者整理相關文獻後，發現依據「參照點」、「指標特性」、「指標

變數性質」、「指標所屬面向」、「指標組合方式「、「指標建構方法」與「指

標內容」之不同，可以進行各種不同指標類型的分類，茲並分述如下： 

  (一)以「參照點」分類的指標類型  

Power 於 1990 年認為指標的數值必須與參照點比較，才能判斷其

意義，而參照點的設定具有相當的主觀性，究竟應採用何種參照點來

解釋，必須要經過討論而且清楚陳述(引自張美蓮，1996：15)。以參

照點進行比較的方式通常有下列三種(張美蓮，1996)： 

 1.常模參照比較：與另一個人、地區、制度、或國家進行比較。 

   2.自我參照比較：與以前的數值對照，做自我的比較。 

   3.標準參照比較：與既定的標準或水準比較。  

       而 Ananda 和 Rabinowitz 等人更在提出教育績效責任系統的評量性

指標時，認為評量性指標首先要決定是否包括常模參照測驗、標準參

照測驗，或者包含上述二者。如美國很多州的績效責任系統兼採二者，

以測量學生與州所設定標準比較的進步情形(即標準參照測驗)，並探

討學生在全國中的相對地位(即常模參照測驗)(引自吳政達，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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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政傑、李隆盛(1998：28-29)更提出與標準參照測驗內涵相近的「呈

現性指標」，以及與常模參照測驗內涵相近的「評比性指標」。其中前

者類似保健性指標的性質，主要在要求到達某種水準以上即可，如校

地面積、平均教育研究室坪數、甚至師生比等。而後者則類似競爭性

指標，旨在使受評鑑機構之間具有排序高低的結果，如畢業生就業率、

教師論文發表比率、及學生滿意度等。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依參照點的不同，可將指標分類為「常模

參照指標」、「自我參照指標」、「標準參照指標」等三種。 

  (二)以「指標特性」分類的指標類型  

Johnstone 認為指標可分為數量的指標(quantitative indicators；

又譯「量化指標」)與品質的指標(qualitative indicators；又譯「質

性指標」)；其中量化指標在於反映一個絕對的數量，而質性指標在確

認數量的相對卓越程度(張美蓮，1996)。研究者爰依前述指標的絕對

性與相對性等不同特性，將指標分類為「量化指標」與「質性指標」。 

  (三)以「指標變數性質」分類的指標類型 

由於指標呈現的結果往往是量化的數據，而這些量化數據間的變

化也將隨著其變數性質而有所差異。林清山(1992)將變數概略分為連續

變數與間斷變數兩類，並進一步細分為名義變數、次序變數、等距變

數、比率變數等四類。研究者於是依指標變數性質之不同，將指標類

型分為下列 4 種指標並說明如下： 

1.名義變數指標： 

當我們使用數字來辨認任何事物或類別時，這些數字便成為

「名義變數」，例如學生的學號、顏色的名稱等(林清山，1992)。

而名義變數指標即指「呈現數據資料或文字敘述為名義變數之指

標」。 

名義變數指標通常用於反映某機關或組織之特色且該特色實

在無法比較出優劣時。例如大學校務評鑑時，甲校在選課系統極為

創新並受到學生喜愛，乙校則辦理全國性大型運動賽會，兩者皆為

校務發展特色，然而卻不易比較出其優劣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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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序變數指標： 

可以就某一特質之多少或大小次序將團體中各份子加以排列

的變數，稱為「次序變數」(林清山，1992)，例如考績甲等、乙等；

或第 1 名、第 2 名即屬之。而次序變數指標即指「呈現數據資料或

文字敘述為次序變數之指標」。如技專校院評鑑可以將評鑑結果分

為第一等、第二等……之類。 

3.等距變數指標： 

      除了可以說明名稱和排出大小次序之外，還可以算出差別之大

小量的變數，是為「等距變數」，例如溫度、明暗或音強等(林清山，

1992)。研究者乃依前述定義，將等距變數指標界定為「呈現數據

資料為等距變數之指標」。如以「教室照明度」作為衡量教學環境

品質的指標時，由於光線的明暗度將有等距的正、負值出現，故屬

於等距變數指標。 

4.比率變數指標： 

      可以說出名稱、排出次序、算出差距、也可以說某比率與某比

率相等的變數，是為比率變數。比率變數最重要的條件是要有絕對

零點，例如身高即是(林清山，1992)。研究者乃依前述定義，將比

率變數指標界定為「呈現數據資料為比率變數之指標」。如「專任

教師獲博士學位比率」指標即為比率變數指標。 

(四)以「指標所屬面向」分類的指標類型 

    Johnes & Taylor(1990)認為指標可依工作群組分為輸入指標(input 
indicators)、過程指標(process indicators)及輸出指標(output indicators)
等三類。然而黃政傑、李隆盛(1998：26)則指出教育指標面向包括背景、

輸入、過程、成果四大類，鑒於此種分類方式相對較為周全，故本研

究爰採用此分類方法並進一步說明如下： 

1.背景指標：描述評鑑實施前制度所處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環境以及

學校和學生的特性，是機構無法操弄的變項。 

2.輸入指標：測量投入大學生產活動的人力、財務資源的特性，包括

資源的狀態、性質、以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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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過程指標：描述大學機構裡的活動、資源結合的方式、資源的經營

管理、及組織的運作情形。 

4.成果指標：包括「產出指標」(output)與「結果指標」(outcome)。產出

指標描述教育活動直接且立即的效果；成果指標描述教育產出與社

會環境長時間交互作用後，所產生的間接且非立即的效果。 

   (五)以「指標組合方式」分類的指標類型 

      Cave 等人則將輸入與產出變項加以組合後，分別獲得「效率指

標」、「效能指標」以及「經濟指標」，其內涵大致如下(引自張美蓮，

1996)： 

  1.效率指標：係比較實際產出和實際輸入而得，用以表現機構的生產

力。 

  2.效能指標：比較實際輸出與目標輸出，顯示目標達成的情形。 

  3.經濟指標：比較實際輸入與目標輸入，以減少輸入的成本為目的。 

(六)以「指標建構方法」分類的指標類型 

        Johnstone 依指標建構方法之不同，將指標分類為「代表性指標」、

「分離性指標」及「組合性指標」(引自張美蓮，1996)。而林俐孜(2005)

更進一步整理 Berlage & Terweduwe 等人對上述指標類型之定義如下： 

    1.代表性指標：以單一數量表示的「單一統計量數」。 

    2.分離性指標(或稱分割性指標)：將所關心的現象依其複雜度分割為

若干成份或要素，並選取適當指標代表之。 

    3.組合性指標(或稱綜合性指標)：對數個闡釋同一現象的指標，給予

適當加權以建構單一指數，以反映關心現象之複雜性，其中以組合

性指標之應用普獲認同。 

   (七)以「指標內容」分類的指標類型 

        如 Cuenin 即依指標的內涵區分為教學、研究、推廣服務、行政、

財務課程等類別(引自張美蓮，1996；林俐孜，2005)。而張美蓮(1996)

也依「我國大學教育指標」之建構結果，將其指標分為「設校、設備

與資源」、「學生結構與入學」、「圖書資源」、「行政與經費」、「課程」、

「教學」、「學生活動與服務」、「教育成果」、「學術研究」、「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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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不同層面的指標。由於依「指標內容」之不同所分類出來的指標類

型差異性很大，故本研究謹提供前述兩個分類方式供參。 

       而我們由上述 7 種指標類型的分類方式，可知指標的特性其實相當

複雜，因此若要進行不同「指標」之間的比較，有時必須是相當謹慎的。

例如「大學專業類組評鑑等級」與「專任教師獲博士學位比例」雖然都

能進行常模參照的比較，但前者屬於次序變數指標，後者屬於比率變數

指標，兩者代表的意義不盡相同，也不容易直接進行比較。 

三、指標的功能 

張美蓮(1996)認為指標的功能共有下列 7 項：報導並比較教育的狀

況、監測教育制度的改變、預測教育制度的表現、剖析教育制度的優缺

點、提供教育決策的資訊、評估教育改革的衝擊、確保教育的績效責任。 

      Nuttall 也指出藉由指標所提供的資訊不但可確保學校表現及效能，

朝向學校目標並發揮其功能，且能幫助學校反映其所在的環境，從而再

思考學校方向、再建立學校政策、再計畫活動方案及再組織學校結構，

以便能幫助個人、群體與學校的學習(引自郭昭佑，2000)。 

然而在指標的應用上，許多教育學者們也特別針對「教育指標」紛

紛提出其功能如下：如王保進(1993)即提出教育表現指標之功用為說明教

育政策、檢視教育制度之變遷、扮演政府與大學溝通對話之工具、提供

教育評鑑的客觀標準、分類教育制度、分配教育資源之參考。 

孫志麟(1998：57)則歸納教育指標的功能為描述教育狀況、說明教育

決策、診斷教育問題、檢視教育變遷、監控教育品質、比較教育制度、

分類教育制度、設定教育目標、提供教育評鑑的客觀標準、作為教育資

源分配之依據、扮演教育溝通對話工具等 10 項。 

而郭昭佑(2000) 則主張教育指標的功能為陳述教育期望、管制與評

鑑教育品質、提供教育決策的資訊、提供教育消費者選擇所須資訊。 

Clare and etc (2001)則指出發展指標來描述教室實踐品質，大致能達

到下列幾項功能：首先，這些指標能提供關於教育改革效果之達成情形

的重要資訊，這是提供高品質形成性回饋的關鍵，且其幫助多元改革計

畫能聚焦於其效果，以期使他們能更有效地嘉惠學生。其次，教室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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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能幫助吸引對學生學習環境之重要層面的注意力，並能幫助指導教

師將注意力放在那些需要改善教與學的地方上。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指標的功能大致可包括檢視變遷並監控品

質、瞭解現況、診斷問題、進行比較或分類、提供決策資訊、設定目標

並定期查核等方面。茲並分述如下： 

(一)檢視變遷並監控品質：藉由檢視歷年指標數據的變化，我們不僅能

適度掌控特定事物的發展趨勢，同時更可據以監控品質是否產生變

化。例如生師比指標的數據若有逐年昇高的趨勢，則表示每位教師

平均指導的學生數增加，教師負擔可能因此而增加，且教學品質亦

可能因此下降。 

(二)瞭解現況：藉由當期指標數據的呈現，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現況。如

「學生滿意度」指標，可以幫助學校瞭解目前學生對於學校的學習

環境是否能夠感到滿意。 

(三)診斷問題：透過指標所呈現出來的一些不適當的結果，可以幫助我

們發現問題所在。例如當大專校院「錄取率」逐年提高到將近九成

時，則我們可以發現入學新生的素質可能會因而降低，如果不適時

改善，則不僅可能淪為學校教學或輔導的負擔，更可能導致業界對

於大學生的素質失去信心。 

(四)進行比較或分類：藉由指標表現的優劣，可以幫助我們進行國際比

較、校際比較或校內的系所比較等，甚至於據以進行分類。例如高

等教育在學率指標，可能是國際上進行知識普及程度比較的客觀依

據；又學術研究表現與教學成果則可能是進行「研究型大學」、「教

學型大學」等分類的依據。 

(五)提供決策資訊：指標通常能客觀反映出重要的事物與現象，而其有

時乃是決策的良好依據。例如學術研究表現指標可以提供評鑑的客

觀標準、也能夠作為教育資源分配之依據，可見其提供的資訊相當

有助於決策者進行決定。此外，其也提供了消費者決定就讀哪間學

校的一項客觀參考。 

(六)設定目標並定期查核：指標可以積極的進行目標設定，來作為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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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且若能定期查核，則有助於掌握實現目標的執行進度。例

如我們希望提高教師的素質，則可以訂出「教師獲博士學位比率應

達到 60%」的目標，並定期追蹤查核，來瞭解目標是否實現。 

四、指標的建構規準 

有關「指標的建構規準」，學者們基於需求的不同而有不同的主張與

看法，如張美蓮(1996)於「我國大學教育指標建構之研究」中即採用下列

六項規準來建構指標： 

(一)能測量大學教育的中心特徵，反映重要的教育問題，適合監測全國

大學教育的發展狀況與趨勢。 

(二)具政策適切性，符合決策者之需要。 

(三)具有明確、可計量和標準化的特性。 

(四)能蒐集到具有信度與效度的資料。 

(五)蒐集資料所需的經費與技術沒有困難。 

(六)符合我國國情。 

林嘉君(2004：58-59)則在「技專校院品牌管理成效評估指標建構之

研究」中提出下列 7 個建立指標的原則： 

(一)有效性(validity)：有效性是指某指標能明確反映某一現象或觀念，適

切表達其效用，本研究將某些性質類似的指標加以合併。或經由問

卷之調查結果，將專家認為不必要的指標加以刪除。 

(二)易得性(availability)：若某指標所需資料取得困難、無法取得、不容易

實際操作或難以界定，則必須考慮放棄 或以其他指標替代之。 

(三)穩定性(stability)：若希望某指標可成為一項有用的工具，則該指標應

該是多數人所認同的，可適用於其它相同情況，且依據科學方法來

衡量。在不同時間空間下，結果仍可互相比較，對於決策者而言具

有參考價值。因此本研究採用專家學者之專業意見，作為指標選取

之依據，以提高指標之穩定性。 

(四)可理解性(understandability)：所選取的指標項應是可為大眾所理解

者，並以無須深入解釋；進行問卷調查時，不會造成誤解，並容易

獲得所須之資訊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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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適切性(Timely)：準則或屬性的建立應考慮符合當時的情況，及時使

決策者能明確的表達意見並解決當時待解決之問題。 

(六)重要性：評估指標的內涵必須是品牌管理成效的核心所在。 

(七)實用性：評估指標要能達到理論與實際情形並重。 

而由於本研究擬建構的總量管制指標本質上也屬於教育指標的一

環，故以下將進一步探討學者們提出的教育指標建構規準。首先是

Anderson 在 1991 年編整教育指標的規準如下(引自張鈿富，1999：70)： 

(一)指標應來自現成的資料群是可以較簡單與低成本蒐集及計算者。 

(二)指標應易於了解，以複雜數學函數表示的指標不實際也不易被了解。 

(三)指標必須是代表可測量的事物，指標應有共通的「操作型定義」。 

(四)指標所測量的應是重要與有意義的事物。 

(五)指標在測量提出時與真實事物本身的時間差距應力求最小，方能顯

示出真實的狀況。 

(六)指標應能提供區域、社會團體或機關之間需要的資訊。 

(七)指標應具進行國際比較之功能。 

其次張鈿富(1999：69-70)也在參考 Odden 等人的主張後，認為要發

展一套有效的教育指標，其建構規準應包含下列幾點： 

  (一)反映教育制度之特徵，提供教育制度當前或潛在問題的有關訊息。 

  (二)測量受教育政策影響之教育內容，需與模式有關。 

  (三)使用有信度與效度之測量，提供各指標間關係之分析。 

(四)在施行上應具變通性及普效性，亦即指標應被眾多的人所了解與採

用。 

孫志麟(1998：44)則在「國民教育指標體系的建立與應用」研究中，

歸納整理過去的研究成果後，具體地提出其指標建構規準並說明如下： 

(一)重要性：教育指標要能反映教育系統的核心概念。 

(二)適當性：教育指標應能顯示與教育政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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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效性：良好的教育指標必須具有效度，能夠測得真正的構念。 

(四)穩定性：教育指標的測量應具有信度，穩定度高而誤差小。 

(五)簡明性：教育指標應為決策者、教育人員、研究者和社會大眾所能

瞭解，其編製方式和報導要簡單明瞭，易於理解。 

(六)效用性：教育指標應能反映實際的狀況和潛在問題。 

(七)可得性：教育指標資料必須能夠容易取得，無論是取自現有資料或

是剄透過調查蒐集，都必須加以評估，以確定資料的來源。 

(八)規範性：教育指標之變化，必須能明確解釋某一教育現象或水準的

上升或下降。 

(九)比較性：教育指標具有中性的特質，但為便於作價值判斷，必須設

定參照點或標準，俾以進行教育機構或教育制度間的比較。 

(十)可行性：發展教育指標必須考量時間、成本、人員與技術等方面的

配合情形，以確定其可行性。此外，指標資料的蒐集，在方法上應

具有變通性，可從各種不同途徑獲取。 

   而 Hutmacher, Cochrane & Bottani (2001)也針對教育公平性指標體

系的建構，提出了下列 9 項原則，而由這 9 項原則中，我們也可明顯觀

察出作者乃是將指標視為一種手段，並以反映教育公平性來作為目的： 

  (一)指標系統須衡量不均等性以幫助公民和主管判斷品質體系者，但為

了這些主管者的緣故，它必須也是具有區辨性的，公民對教育系統

均等性與標準的意見，則形成了這些意見的基礎。 

  (二)指標不只須衡量教育結果上的不平等(知識、學校職業、社會利益和

學術地位)，也須衡量關於學校生活及被學校對待的方式上的立即性

的不平等。 

  (三)指標必須允許爭議存在於多元正義概念的現有架構中，而非只牢記

其中一個。 

  (四)對大部分教育系統而言，教育的不均等性能被貼切地重組為三個大

家族：在種類下的不均等性、個人的偏差、和落到最低起點以下的

人數百分比。 

  (五)不只衡量教育結果的不均等性是重要的，衡量影響教學過程的教育

系統資源的不均等性也是同樣重要的。 

  (六)在教育過程的利益分配中，優先性需給那些分配上最重要的個體，

或國家的民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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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在這些附屬於個體底下的種類中，最重要的是那些個體不能逃避的。 

  (八)指標須允許在均等概念和其餘似能同意的價值之間做討論。 

  (九)指標不只須忍受教育不均等性，也須忍受常態下的社會不均等性造

成的不均等影響。 

      綜上所述，研究者歸納各學者專家建構指標的規準與原則後，發現

其大致可整理為效益性、合目的性、可量化的客觀性、可比較性、可組

合/分割性、可理解性與可得性等 7 項指標建構規準，茲並分述如下：  

  (一)效益性：誠如前述學者們所談的「有效性」與「效用性」的意涵，

研究者認為一個指標必須能夠有效發揮出其正面的效果與助益，否

則該指標將淪為一堆沒有用的數字變化，即使再怎麼樣容易獲得或

者客觀，其實都仍是勞而無功的。 

  (二)合目的性：研究者認為指標的建構一定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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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由於政策或研究目的

上的不需要，而失去其建構的價值與意義。例如大學在教學、研究

與服務等三大功能方面紛紛建立出許多具有效益的績效指標，然而

對於大學要申請增設博士班而言，研究方面的指標，卻是遠重要於

教學與服務方面的指標，甚至於完全不採用教學與服務方面的有效

指標，似乎也是理論上說得通的。 

(三)可量化的客觀性：雖然有許多學者鑒於量化指標無法表現出「學校

的特色」，而堅持主張「質性指標」也應納入指標建構的範圍之一。

然而研究者卻認為「質性指標」畢竟受制於評分委員的主觀情感因

素，例如大學評鑑委員目前雖非服務於某校，然而如果畢業於該校

或與該校關係極為良好，則要求其客觀評分無疑是強人之所難。且

不同學校的特色之間實在難以客觀對照比較，例如究竟是研究型大

學的「諾貝爾獎」比較優秀，還是體育校院的「奧運金牌」比較優

秀，這種不一致且沒有客觀標準的質性指標論述，不僅難以進行比

較，同時也因指標不夠客觀而難以令人信服。因此本研究為期能獲

得公平客觀的比較，並避免個人好惡偏見的影響與干擾，爰以指標

必須能夠加以量化數據進行呈現且具有客觀比較的性質作為建構規

準，並暫時不論及主觀性較強烈的質性指標。 

  (四)可比較性：誠如 Power 所言，指標的數值必須能與參照點比較，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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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判斷其意義(引自張美蓮，1996)，因此研究者認為指標必須能夠

加以比較，否則該指標將只能呈現出一堆數字，卻無法明確解釋出

其意義。 

  (五)可組合/分割性：Johnstone 曾依指標建構方法之不同，將指標分類為

「代表性指標」、「分離性指標」及「組合性指標」(引自張美蓮，

1996)。而由於本研究希望指標能組合成「全國性觀點」(如全國生

師比)，以反映全國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應該增加或減少之決策參

考資訊；其次亦希望指標能分割成「校際或系(所、科)際觀點」(如

全校生師比、系所生師比等)，以比較出哪些學校或系所(科)的招生

名額較應該增加或減少。鑑於前述兩種指標觀點皆有助於從不同角

度來反映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之達成情形，且本研

究希望能「盡量減少問卷題目」以避免影響受試者的填答率，因此

本研究所建構的指標需同時具備可組合性及可分割性，以滿足研究

需求。 

  (六)可理解性：誠如前述 Anderson 所言，指標應易於了解，以複雜數學

函數表示的指標不實際也不易被了解(張鈿富，1999)。因此研究者

認為，指標本身所代表的意義，應該能讓社會大眾普遍地理解，太

過深奧的學術語彙以及複雜數學公式所計算出來的精密結果，雖然

看似有具科學理論上的精密性與嚴謹性，然而其結果卻往往不易使

廣大的社會大眾所信服。諸如基本學力測驗以各題答對人數比率來

決定該題分數的高低，雖然某方面來說具有理論上的合理性，然而

卻由於各題分數的不一致性過高，且「猜對」的情形仍無法加以排

除，導致其分數計算方式目前仍受到不少的抨擊與爭議，因此可理

解性對於指標而言，也是避免引發重大爭議的一個重要規準。  

  (七)可得性：本研究所稱可得性，乃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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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加以

獲得，便是具有指標的可得性。例如「畢業生就業率」或「學生滿

意度」等指標一般來說如果由學校自行調查，則可能導致其產生公

信力不足的問題，然而未來若能整合各大專校院的校務行政系統或

建置學生基本資料庫，並據以發展出線上投票系統，如此便能夠全

面且客觀地調查出「學生滿意度」，甚至於在學生畢業後進一步追蹤

其「畢業生就業率」。雖然這些指標目前尚無法立即取得，且第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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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支出確實很高，然而其卻是理論上可以採用一些有效策略來

加以取得的，故具有可得性。 

五、指標的衡量標準 

      目前針對指標的衡量標準進行深入論述的文獻並不多，研究者經廣

泛蒐集相關資料後，發現目前學者專家們(如曾騰光，2001 等)多半是引

用黃政傑、李隆盛(1998)所整理出來的五項指標衡量標準，茲摘述如下： 

  (一)歷史標準：通常都是根據各校過去的產出投入資料，訂定出一個平

均作業水準作為準則，此種標準並非一成不變，原因是隨著時間的

增加，歷史資料亦加多，故歷史標準是一種動態變化的標準。 

  (二)理想標準：顧名思義是在一切條件之下，訂定各校最高產出標準，

理想標準的功用在給予各校一種完美的發展目標。 

  (三)一般標準：是採用一般學校共同採行的合適、相當標準，透過一般

標準可看出各校彼此的競爭能力。 

(四)合理標準：是在理想標準與歷史標準之間找出一個適宜的必需的標

準，是各校在正常運作之下應該達到的標準。 

(五)最低標準：是對於一個各校最起碼的要求，也許低於這個標準，便

無法維持組織的存在。 

指標的數據資料如果沒有一個比較的基準，則我們很難判定這個指

標數據代表的意義為何？例如以身高 172 公分為例，若沒有比較基準，

則我們無法判定其算是「高」或「矮」；而若過去我們習慣以超過 170

公分算是「高」，則這種歷史標準便可幫助我們決定身高 172 公分算是

「高」。而本處所探討的五種指標衡量標準，正是一個研究要決定指標

比較基準的幾個可行途徑。但由於本研究尚未論及指標比較基準之決

定，故本節謹留待後續研究深入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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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專校院各項指標之研究成果 

    為瞭解我國學術研究中已有哪些大專校院相關指標之理論研究成果，

同時學習前人研究大專校院各項指標之寶貴經驗，以下謹探討幾篇學位論

文、專題研究、學術研討會論文、期刊之研究方式，並整理出其指標建構

成果如下： 

一、「大學三大功能表現指標評估模式之建構與驗證性研究」之評析

與指標 

李芊慧、吳裕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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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大學三大功能(即教學、研究、服務)

的表現指標作為主題，首先藉由文獻分析法探討「大學的三大功能：教

學、研究與服務」及「大學評鑑指標的相關研究」；其次依黃政傑、李隆

盛(1998)「大學校務綜合評鑑指標建構之研究」所建構的指標中選取「最

重要與次重要且適宜作校際評比者」作為初步指標，接著訪談國立中山

大學業務相關人員及參考相關文獻後將各指標予以修正整併，並整理成

10 個指標構面、55 個指標。 

之後採調查研究法，以臺灣 54 所公私立一般大學校院為範圍，高等

教育學者、教育部高教司相關主管、各學院院長等三類為研究對象進行

施測，總計樣本數為 246 人，實際回收數為 122 人，回收率為 49.59%。

該研究並以「多向度量度化方法(MDS)」分析大學校院三大功能表現之前

10 項重要指標，其次並分別針對大學在研究、教學、服務等三大功能上

的表現指標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以建構出其因素結構模式。 

其優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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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等三大功能上之表現指標的因素結構模式。

然而缺點則在於該研究的樣本數只有 122 人，據以使用「驗證性因素分

析」則稍嫌樣本數不足。如 Comrey 即建議樣本數在 200 以下不宜進行因

素分析，樣本數宜大於 300(引自邱皓政，2002：15-5)。 

有鑒於該論文探討之大學三大功能表現指標與本研究相關，因此為

期找到或修正出符合本研究需要之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指標，研

究者爰節錄其指標研究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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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礎設施：平均每師專用研究室面積；平均每生電腦、儀器設備支

出；平均全校電腦網路接點數；平均每週電算中心開放時數。 

(二)學生結構：外籍研究生比例；研究生與大學部學生比。 

(三)圖書資源：圖書館館藏資源總數；圖書館購置館藏經費佔全校總支

出比；圖書館使用率；校園學術網路使用率；平均每生可用圖書館

館藏資源數；平均每生圖書資源支出；專業圖書資源比例；平均每

週圖書館開放時數；跨館借閱率。 

(四)行政與經費：行政支援人力比例；推廣教育收入佔全校總經費比例；

平均每生經費支出。 

(五)課程：同步遠距教學開課數；系所實際開設與規定選修學分比例。 

(六)教學與師資：專任教師具博士學位比；專任教師中教授所佔比例；

師生比；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教學負荷量；教學評鑑制度是否落實。 

(七)學生活動與服務：學生社團獲校外補助活動經費比；平均每生獲醫

療、心理諮商、膳宿等服務經費支出；平均每生獲得獎助學金金額；

提供學生工讀機會(人數與時數)；舉辦畢業生就業輔導相關活動數。 

(八)教育成果：每年博士班畢業生佔畢業研究生總人數比；每年研究生畢

業人數佔總畢業生人數比；休學率；重修率；畢業生參加國家考試及

格率；平均每生校外獲獎人數比；每年捐款佔全校經費之比例；各研

究所平均錄取率。 

(九)學術研究：教師研究發表被引用與衝擊指數；平均每師研究發展經費

支出；平均每師獲補助研究案數；研究中心之研究成果數；舉辦學術

研討會總數；平均每師發表之學術論文篇數；教師應邀擔任學術研討

會相關職務數；教師發明獲得專利數；藝術類科師生平均發表(展演)

之作品數；學生參與研究專案的比例；平均每位研究生發表學術論文

數；整合型研究計畫比例；教師研究成果獲獎率；教師傑出研究得獎

人數。 

(十)社會服務：教師參與推廣教育人數比；教師擔任國內外學術期刊編輯

人數比；教師擔任校外專業諮詢的人數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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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等教育表現指標之研究」評析與指標 

王保進(1993)的「高等教育表現指標之研究」論文中是以高等教育

的「表現指標」作為主題，首先藉由文獻分析法及比較法探討世界主要

國家建立高等教育指標的經驗及我國高等教育的體制與表現指標，據以

發展出適合我國的高等教育表現指標可行之整合模式，並依背景指標及

輸出指標等二大部分建構出 110 個表現指標。其次則以英國及我國的高

等教育官方統計資料為研究對象，透過多元迴歸分析、主成份分析、集

群分析、區別分析、等級相關、卡方考驗及變異數分析等統計方法進行

實證分析，以瞭解英國及我國現有高等教育表現指標之實際效用。 

其優點在於指標理論的論述完善、世界主要國家的高等教育指標蒐

集廣泛、以系統觀點提出高等教育表現指標可行之整合模式、藉由多種

量化統計方法進行實證分析等。 

然而美中不足之處，則在於該研究只發展「背景指標」及「輸出指

標」等兩部分的指標，如果能再加入「輸入指標」(即學校或學生投入的

資源等)、「過程指標」(如對學生的課業要求等)等應該會更好。其次各

表現指標雖明列測量對象，如「教師具博士學位比」指標將測量對象明

列為「學院(系)」，然而該指標其實同時還可進一步將測量對象提昇到「全

校」或「全國性觀點」，因此若不限定測量對象，應能使其適用性變得更

廣。 

有鑒於該論文探討之高等教育表現指標與本研究悠關，因此為期找

到或修正出符合本研究需要之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指標，研究者

爰節錄其指標研究成果如下： 

(一)高等教育表現指標可行之整合模式的背景指標 

1.教育資源指標 

(1)資源分配及來源：資本門占總支出比；教學人事費占總支出比；行

政人事費占總支出比；教學支出占總支出比；各院所教學支出占總

教學支出比；電腦教學支出占總支出比；圖書儀器設備支出占總支

出比；水電支出占總支出比；維護支出占總支出比；募款收入總額；

政府補助占總收入比。 

 (2)單位成本：每生一般行政支出；每生教學支出；每生資本門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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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生電腦教學支出；每生圖書設備支出；每生水電支出；每生維護

支出。 

(3)單位可使用資源：每生校地面積；每生教室樓板面積；每生宿舍樓

板面積；每生綠地面積；每生運動場面積；每生圖書館樓板面積；

每生圖書數；每生中文期刊數；每生外文期刊數。 

2.教師品質指標：教師具博士學位比；專任教師比；教師流動率；助教

總數比；是否訂有教師聘用升等辦法；教師聘用是否採公開聘用方

式；教師升等是否有外審制度。 

3.學生品質指標：學生入學成績；前三志願入學學生比；研究生占學生

數比。 

4.學校品質指標 

(1)教務部分：師生比；學生申請文件平均時間；學生選課處理電腦化；

學生成績處理電腦化。 

    (2)訓導部分：每學生健康醫療經費；每學生社團支出；學生參加社團

率；學生床位擁有率；每一床位活動空間；教師擔任導師率；學

生求助率；是否設有師生面談制。 

(3)總務部分：單位行政人力負擔；單位工友負擔；公文處理電腦化。 

    (4)圖書館部分：圖書館空間品質；圖書館環境品質Ⅰ；圖書館環境品

質Ⅱ；是否設有資料檢索電腦服務；圖書流通率；學生使用圖書

館率。 

    (5)電子計算機部分：單位電腦負擔學生率；電腦研習總時數；電腦研

習總班次；電腦研習參與率；開放率；是否建立全校電腦網路。 

(6)教師部分：單位教師研究收入；教師參加學術研討會人次比；教師

參加國際性合作人次比；教師接受校外機構研究契約數比；教師接

受校外機構研究補助人數比；教師至少參加一個專業學術學會人數

比；是否出版專業學報；學報是否有外審制度；學報是否接受校外

投稿；是否固定舉辦教師論文發表研討；教師擁有獨立研究室率。 

5.課程品質指標：學生自由選修課程率；是否每一開設之課程均有教學

大綱；教師是否依教學大綱授課；是否訂有校際選課制度；通識課程



 －30－ 

是否同時涵括人文；自然及社會科學領域。 

6.教法教導品質指標：重修率；教學輔助器材支出比；每生教學輔助器

材費；  是否提供部分時間建教合作專業訓練；是否定期召開教學研

討會議  

(二)高等教育表現指標可行之整合模式的輸出指標 

1.教學表現指標：退學率；畢業生就業率；畢業生與就業市場配合率；

畢業生失業率；結業率；畢業生繼續升學率；畢業生通過專業考試率；

學生評鑑教學。 

2.研究表現指標：每一教師著作書籍數；每一教師編輯書籍數；每一教

師出版論文數；每一教師發明或專利數；教師出版論文率；論文被引

用率；擔任學術性期刊編輯委員數；教師研討會論文發表率；專業同

儕評鑑。 

3.服務表現指標：接受政府及私人企業委託研究計畫數；學生跨校選課

人數比；擔任政府機構顧問諮詢教師比；是否設立推廣教育專責單

位；開設推廣教育活動類型比；全年開設推廣教育總時數比；參加推

廣教育活動學生總數相對比；每單位推廣教育金額收入。 

三、「我國大學教育指標建構之研究」評析與指標 

張美蓮(1996)的「我國大學教育指標建構之研究」論文中係以大學

教育指標作為主題，首先藉由文獻分析法探討教育指標的基本概念、大

學教育指標的向度、國外大學教育指標概況及國內大學教育指標現況；

其次在參考中、美、英、澳、OECD 等國家與組織發展的教育指標後，以

「背景及輸入」、「過程」、「成果」等三個面向建構出 10 個指標構面、132

個指標作為問卷初稿。 

接著分別邀請不同學者專家召開三次座談會，以修訂問卷內容。其

後以「大學教育人員」、「教育行政人員」、「社會人士(教育民間團體等)」

等三類作為研究對象，並請有關人員推薦且獲得同意之樣本數為 54 位，

實際回收數為 52 位，回收率為 96.3%。隨後以次數分配、百分比、平均

數及標準差進行分析。最後建構出 10 個指標構面、102 個指標。 

其優點在於兼顧質化與量化的分析方法，其中質化部分係以三次座

談會廣泛邀請不同學者專家修訂問卷，量化部分則正式以發送問卷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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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取得實證資料。其次在指標的相關理論探討上也可謂相當完善。然

而缺點則在於該研究的樣本數只有 52 人，樣本數有限的情況下，也往往

使得公信力容易受到質疑。  

有鑒於該論文探討之大學教育指標亦與本研究相關，因此為期找到

或修正出符合本研究需要之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指標，研究者爰

節錄其指標研究成果如下： 

(一)設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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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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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圖書資源：藏書冊數分級；中文期刊冊數分級；外文期刊冊數分級；

圖書成長率；圖書館使用率；圖書借閱率；光碟檢索系統使用率；

校園學術網路使用率；圖書館支出佔總支出之比率；圖書期刊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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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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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課程：系所平均開設科目數；系所平均開課學分數；大學各學院學

生平均應修學分數；選修科目平均選課學生人數；規定之選修學分

數與實際開設之選修學分數的比例；通識教育課程與專門課程之比

例；學生必修學分數佔畢業規定學分數之比率；實作課程的比率  

(六)教學：專任教師職級結構；專任教師學歷結構；專兼任教師的比例；

大學部師生比例；研究所師生比例；大學平均每班學生人數；專任

教師平均實際授課時數；專任教師平均教授科目數；大學兼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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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時數的比率；研究所兼任教師授課時數的比率；建立教學評鑑

制度之學校的比率 

(七)學生活動與服務：學生社團總數；學生參與社團活動之比率；舉辦

輔導學生就業的活動數目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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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占人口千分比；研究生占人口

千分比；科技與人文社會類科畢業生的比例。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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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合

作研究計畫數；國際合作研究計畫數 

(十)社會服務：推廣教育的收入金額；推廣教育訓練人數；推廣教育開

設課程總時數 

四、「技職教育指標多準則評估體系之建構與應用」之評析與指標 

劉莉貞(2004)的「技職教育指標多準則評估體系之建構與應用」論

文中是以技職教育指標作為主題，首先藉由文獻分析法探討「教育指標」

與「學校經營績效指標」之意義、指標項目與建構方法，其次舉出 2個

例子說明「多準則評估模式之應用實例」。 

案例一為「教育評估指標之建立」，其首先以臺灣 8所專科學校各準

則之績效值為研究案例，並以「專科學校辦學整體績效」為題，藉由相

關文獻建構出其指標初稿，其次藉由因子分析方法修正指標項目。接著

以評鑑委員、學術單位主管與教育學者等三類作為研究對象，進行「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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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分析法」問卷施測，總計有效樣本數為 22 位。其並進一步比較加法型

多準則決策(層級分析法)與非加法型多準則決策(模糊積分法)方法，再

透過灰關聯評估兩者在應用上的異同。案例一總共建構出 5個指標構面、

7個指標建構準則、13 個指標項目。 

案例二則為「學校經營效率之評估」，其主要係以投入與產出的觀

點，採用 Charnes 等人所提出傳統的資料包絡分析進行評估，其教育投

入變數包括實體、人力、設備和資訊等四個資源層面，其產出變數則為

教學、研究、服務等三個績效層面。案例二並建構出 8個指標。該研究

並以上述兩則實際案例，來檢驗其所建構之研究方法的適用性和有效性。 

其優點在於運用許多高深的量化統計方法(如層級分析法、模糊積分

法、灰關聯分析、資料包絡分析法)進行實證分析。然而缺點則包括因子

分析之取樣資料來源不明、樣本數只有 22 位似乎有所不足、部分指標略

嫌粗糙(如以畢業生人數作為教學績效的指標)等。 

有鑒於該論文探討之技職教育指標與本研究相關，因此為期找到或

修正出符合本研究需要之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指標，研究者爰節

錄其指標研究成果如下： 

(一)案例一：專科學校辦學整體績效指標 

1.辦學成績 

   (1)評鑑成績：全校受評科組達二等以上之比率；全校受評科組達一等

以上之比率。 

 (2)督學視導成績：近一年督學視導成績；近五年督學視導總評成績。 

  2.校務行政 

   (1)行政支援人力：全校行政支援人力；單位師生行政支援人力。 

   (2)財務支援能力：經費預算達成率；經費資源分配。 

  3.校地及校舍 

   (1)校地面積：校地總面積；單位學生校地面積。  

   (2)校舍面積：校舍總面積；單位學生校舍面積；每班普通教室；每班

專業教室；單位學生床位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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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設備 

   (1)圖書館設備：圖書館總面積；校園學術網路；圖書業務自動化；各

科期刊數；單位學生圖書冊數。 

  (2)儀器設備：單位學生購置儀器設備。 

  5.師資 

   (1)全校性師資：每班專任講師以上人數；每班專任助理教授以上人

數；每班專任副教授以上人數；每班專任教授人數；每班專任專業

科目講師以上人數。 

  6.教師工作績效 

   (1)教學績效：單位專任教師平均每週授課時數；教師專業成長；學生

學習成就；學生就業表現；學生升學情形。 

  (2)研究績效：專任教師發表論文比率；專任教師研究計劃件數比率；

專任教師研究經費比率。 

   (3)服務績效：推廣教育之成效；建教合作之成效。 

(二)案例二：學校經營效率之評估指標 

1.投入變數： 

   (1)實體資源：校舍樓地板面積。 

   (2)人力資源：助理教授以上人數。 

   (3)設備資源：經費支出。 

   (4)資訊資源：圖書冊數；期刊種類數。 

  2.產出變數： 

   (1)教學績效：畢業生人數。 

   (2)研究績效：教師研究總經費。 

   (3)服務績效：建教合作及推廣教育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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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學校務綜合評鑑指標建構之研究」評析與指標 

黃政傑、李隆盛(1998)所進行的「大學校務綜合評鑑指標建構之研

究」中是以大學校務綜合評鑑指標作為主題，首先藉由文獻分析法探討

「大學校務綜合評鑑理念與實務」及其評鑑指標之草擬，其次藉由小組

研討方式決定指標初稿。隨後邀集具有大學評鑑經驗之專家學者、教育

行政人員、大學實務人員、產業界代表及其他學術團體代表等，藉由諮

詢座談及專家評估的方法，以 20 多位學者專家分批召開 3次諮詢座談會

進行意見徵詢，總計建構出 10 類校務綜合評鑑指標量數(構面)、106 項

指標、18 項校務滿意度調查項目、2類質化的校務綜合描述資料系統(含

內部自我描述、外部人員描述)。 

其中「18 項校務滿意度調查項目」分別為學校辦學宗旨與發展方向、

學校校園與座落、學校組織架構與人員組成、作決定主體與程序、學校

招生方式與學生組成、圖書館使用情形、電腦使用情形、學校行政支援

情形、學生入學素質、畢業生素質、課程開設情形、教學品質、教師工

作負荷、學術研究情形、產學合作情形、國際合作情形、推廣教育辦理

情形、社區服務情形等 18 項。 

本研究之優點在於能以 3次諮詢座談會方式廣泛蒐集各類指標與意

見，且特別發展出 18 項校務滿意度調查項目，以期客觀掌握質性資料。

然而稍嫌不足之處則在於其指標決定於 20 餘位的少數學者專家，若能進

一步蒐集更多人的意見，應可提高其公信力。 

有鑒於該論文探討之大學校務綜合評鑑指標與本研究相關，因此為

期找到或修正出符合本研究需要之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指標，研

究者爰節錄其指標研究成果如下： 

 (一)基礎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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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建蔽率；平均每師專用研究室坪數；平均每生

儀器設備支出；平均電腦網路接點數   

(二)學生結構與入學：學生來源的結構；各學院學生比例；研究生與大

學生的比例；碩博士班研究生的比例；各類研究所錄取率  

(三)圖書資源：圖書館藏書冊數；期刊種類數；圖書成長率；圖書經費

成長率；圖書館使用率；圖書借閱率；光碟檢索系統使用率；校園

學術網路使用率；圖書館支出佔總支出之比率；圖書資料與非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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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支出之比率；平均每生圖書數；平均每生期刊數；平均每生圖書

支出；平均每生期刊支出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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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成長率；經費來源的結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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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課程：平均規定畢業最低學分數；系所畢業平均學分數；系所平均

開設科目數；系所平均開課學分數；系所選修科目平均選課人數；

各科平均每班選修學生數；系所規定之選修學分數與實際；通識教

育課程與專(業)門課程之比例；實作課程的比率；修習輔系學生的

比率；修習雙學位學生的比率  

(六)教學：專任教師職級結構；專任教師學歷結構；專兼任教師的比例；

師生比；平均每班學生人數；專任教師平均實授時數；專任教師平

均教授科目數；兼任教師授課時數的比率；建立教學評鑑制度之系

所比率 

(七)學生活動與服務：學生社團結構；學生參加社團人數；學生社團獲

得校外補助金額；學生社團校外獲獎次數；平均每生服務支出；提

供申請之獎學金總數 ；提供之工讀人時數；學生申請就學貸款的人

數；舉辦學生就業輔導之活動數 

(八)教育成果：報到率；續學率；重修率；退學率；畢業率；畢業生升

學率；畢業生參加各類考試及格率；在校生校外獲獎的人數；畢業

生就業狀況；校友捐款率；校友平均捐款數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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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進修獲得補助的人數；教師出國研究的比率；

平均每師獲得研究計畫的件數；教師參與研究計畫的比率；平均每

師參與研究計畫的件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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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師發表之學術論文數；教師出席學

術研討會數；教師發明獲得專利數；藝術類科平均發表(展演)之作

品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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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教合作研究計畫的比率；建教合作研究計畫經費比率；整合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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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計畫的比率；整合型研究計畫經費的比率；校際合作研究計畫數；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數；校內出版學術期刊數。 

(十)社會服務：推廣教育的收支情形；推廣教育訓練人數；推廣教育開

設課程總時數；教師參與推廣教育的人數；教師擔任國內外學術期

刊編審的人數；教師擔任校外專業相關服務的人數。 

六、「大學評鑑指標選取模式之建構－考慮外部競爭環境與模糊群體

決策之情況」評析與指標 

黃聖凱(2000)的「大學評鑑指標選取模式之建構－考慮外部競爭環

境與模糊群體決策之情況」論文中係以大學評鑑指標的選取模式作為主

題，首先藉由文獻分析法探討學校效能、大學評鑑指標、波特五力分析、

模糊理論、模糊德爾菲法等理論，並試著建立大學評鑑指標之資料庫；

其次藉由波特五力分析、德爾菲群體決策與專家意見模糊整合等三項方

法，進行評鑑指標選取模式之建構。該模式包括五個組成部份：大學競

爭現狀分析、整合式大學競爭策略矩陣、評鑑指標資料庫、評鑑指標選

取機制、與建議之評鑑指標清單等。 

該研究並邀請四所新興大學之一級主管作為專家，且憑經驗直接選

取評鑑指標；其次再以元智大學為例進行實證分析，並針對兩者之評鑑

指標選取結果進行比較分析。其結果顯示，該研究所建議之評鑑指標具

有系統全涵性、客觀性、與操作容易等優點。該研究並發現當α-截集(指

模糊程度)為 0.6 時，該模式選出之指標清單包括 6個指標面向，其範圍

涵蓋教育系統之輸入、過程與輸出，且模式總計能自 65 項指標中選出 36

個評鑑指標。 

其優點在於兼顧大學評鑑指標選取模式的理論建構與實證分析，且

採用專家意見模糊整合方法，來表現出群體決策的模糊性。然而缺點則

在於直接以四所「新興大學」之一級主管作為專家，似乎有評鑑經驗上

的代表性不足之慮；其次只以元智大學一所私立學校為例，亦無法取得

足夠的實證性。 

惟有鑒於該論文探討之大學評鑑指標與本研究相關，因此為期找到

或修正出符合本研究需要之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指標，研究者爰

節錄其指標研究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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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輸入面：前三志願入學學生比例；學生來源的比例；各學院學生比例；

研究生占學生數比例；行政支援人力學歷結構；行政支援人力與教師

比例；行政支援人力與學生比例；教師與學生比例；專任教師職級結

構；專任教師學歷結構；專任/兼任教師比例；專任教師平均教學年數；

平均每生校地面積；平均每生校舍面積；平均每生休閒活動空間；平

均每生儀器設備支出；平均電腦網路接點數；平均每師專用研究室坪

數；教室總面積與學生比例；圖書館總面積數與學生比例；教職員平

均辦公空間；平均每生圖書數；平均每生期刊數；平均每生圖書支出；

平均每生期刊支出；圖書館使用率；圖書借閱率。 

 (二)過程面：系所平均開設科目數；系所平均開課學分數；系所實際開設

選修學分數與規定選修學分數比例；專任教師平均開課學分數；副教

授以上專任教師平均授課時數；實務課程的比例；建立教學評鑑制度

之系所比例；經常門預算執行績效；資本門預算執行績效；公文處理

是否電腦化；學生參加社團率；平均每生獲得獎助學金金額；學生選

課及成績處理電腦化；提供工讀人數時數；是否設有師生面談制；平

均每生服務支出。 

 (三)輸出面：重修率；續學率；畢業率；畢業生繼續升學率；畢業生就業

率；畢業生通過專業考試率；專任教師平均發表之學術論文數；專任

教師平均出版之專書數；專任教師平均編輯之書籍數；專任教師平均

發明或專利數；專任教師平均學術研究獲獎率；專任教師平均獲得研

究計畫的件數；教師參與研究計畫之比例；推廣教育開設課程總時

數；推廣教育訓練人數；教師參與推廣教育的人數比例；教師擔任校

外專業相關服務的人數。 

七、「大學院校績效衡量指標之建立」評析與指標 

林俐孜(2005)的「大學院校績效衡量指標之建立」研究中係以大學

院校績效衡量指標作為主題，首先藉由文獻分析法探討高等教育的功

能、現況、績效評估指標以及各國高等教育評鑑(含美國、英國、澳洲、

日本及我國)，並據以歸納出指標初稿。其次邀請教育相關單位行政人

員、大專院校資深教授、教育培育機構學者專家等三類人員進行得爾慧

法(Delphi)問卷施測，總計進行 2次的德爾慧法，第 1次有 20 位參加，

第 2次則只有 13 位參加。藉由其眾數、平均數與標準差的分析，整理出

3個評鑑層面、18 個評鑑項目以及 84 個評鑑指標；另並針對各項指標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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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適切性程度之排序。 

其優點在於廣泛蒐集各國高等教育評鑑指標並進行很完善的彙整分

析。然而缺點則在於整個得爾慧法問卷施測只進行 2回合，顯然比一般

學者們期待的 3至 4回合的施測要有所落差(林生傳，2003；謝文全，

2003)，尤其其一致性與嚴謹性更有待檢證。 

有鑒於該論文探討之大學院校績效衡量指標與本研究相關，因此為

期找到或修正出符合本研究需要之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指標，研

究者爰節錄其指標研究成果如下： 

 (一)內部評鑑層面 

  1.發展目標、特色：大學之中、長期規劃；大學發展之特色；各學院的

發展與特色；大學(學部)的教育理念及目標的設定。 

  2.教學資源：平均每位學生儀器設備經費；平均每位學生圖書(包含光

碟)期刊經費；平均每位學生圖書、期刊冊數；平均每位學生佔院(或

系所)總經費之比例；教室與學習空間的比例；教師研究室配置；研

究生擔任研究工作與擔任協助教學工作的比例。 

  3.教師資源：生師比；專任教師中博士學位所占比例；助理教授以上師

資所佔所率；教師人事費用佔學費收入比率；專任教師學歷的比例；

專任教師職級的比例；專/兼任教師比。 

  4.財務資源：圖書儀器設備支出佔大學內部財務總經費百分比；大學內

部財務總經費佔政府 GNP 之百分比；大學內部財務總經費佔全國總教

育經費比；學雜費佔收入的總比例。 

  5.學生結構：研究生/大學生比；在職生/一般生比。 

  6.學生素質：學校所訂定之學生入學條件；註冊率；學生入學方式。 

 (二)過程評鑑層面 

  1.行政：行政效率(例如：SOP 之建立、行政開放服務時間)；教師及學

生對行政之滿意度；學生與行政人力比；行政人員與教師比例；行政

經費運用情形；行政設備；行政支援人員與學生比例；行政支出佔總

支出比；行政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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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研究：整合研究及規劃；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於期刊上之論文數；

平均每師獲得補助的研究計劃經費與件數；平均每位專任教師在重要

期刊發表篇數(如：TSSCI、SCI、SSCI、EI 期刊)；平均教師發表專書；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於研討會上之論文數；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研究

計畫金額。 

  3.課程：系所課程規劃；課程發展特色；課程評估；課程效能的評核與

改善；系所平均開課科目數；通識教育課程及專業課程的比例；系所

平均開課學分數；學分總數及訂定決策；各科平均選修學生數。 

  4.輔導：畢業生就業輔導及聯繫狀況；學生參加社團人數；社團表現情

形；導師工作推行成效；院內各系所學會組織、活動現況。 

 5.教學品質：改進教學品質的相關理念措施；教師教學評鑑制度現況與

落實性；教師授課計畫現況；專任教師與學生數之比例；授課班級學

生人數；兼任教師與學生數之比例；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每週授課時

數；平均每位兼任教師每週授課時數。 

 6.續讀率：新生續讀率；中途輟學率；平均畢業率；二一退學率。 

(三)外部評鑑層面 

  1.學校聲譽：學校聲譽。 

  2.公民社會責任與公民義務：善盡社會責任和參與社區服務。 

 3.學術交流：與國內外大學學術交流執行成果，如學生、教師交流或課

程、學位合作、學生短期訪問、國際會議等； 與國內外大學之學術

交流次數與執行狀況；與國內外大學之學術交流次數。 

  4.畢業生的進路狀況：畢業生離校就業情形；校友的表現；校友在企業

中受歡迎之排名。 

5.資金捐贈：校友捐贈比率、來自社會各界資金。 

  6.推廣教育服務：開設各項推廣教育班次(如 EMBA 班、在職專班、學分

班…等)學員數等執行情形；與企業建教合作推廣教育之情況；整體

推廣教育規劃；開課時數與正規教學時數之比例；辦理推廣教育之兼

任教師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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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以平衡計分卡來探討績效衡量指標-以國立成功大學學生事務處

為例」之評析與指標 

廖冠力 2002 的「以平衡計分卡來探討績效衡量指標-以國立成功大學

學生事務處為例」論文中係以成功大學學生事務處的績效衡量指標作為

主題，首先藉由文獻分析法探討平衡計分卡的緣起、觀念與管理流程，

其次結合成功大學學務處績效考核的法規依據，發展出其指標與問卷初

稿，其中包含 20 個職員績效考核指標、40 個成大學務處整體績效衡量指

標。其問卷施測對象為成功大學學務處全體主管及職員，並以「普查」

方式發出問卷 75 份，有效回收問卷 62 份，回收率為 82.67%。接著以平

均數、標準差、因素分析(直交轉軸)、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等統計方法進

行分析。最後將各指標進行重要性排序，並將職員績效考核指標萃取出 3

個因素，成大學務處整體績效衡量指標則萃取出 8個因素。 

其優點在於採用平衡計分卡發展出兼顧各個內外部績效影響層面的

指標，且由於進行特定範圍的普查的關係，樣本也具有該特定範圍的有

效性。然而缺點則在於該研究的有效樣本數只有 62 份，據以使用因素分

析其實稍嫌樣本數不足。例如 Comrey 即建議樣本數在 200 以下不宜進行

因素分析，樣本數宜大於 300(引自邱皓政，2002：15-5)。其次該研究分

別發展職員績效考核指標與成大學務處整體績效衡量指標，而卻又不能

提出其關聯性，著實是有點可惜的地方。 

有鑒於該論文探討之成功大學學生事務處的績效衡量指標與本研究

相關，因此為期找到或修正出符合本研究需要之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

管制指標，研究者爰節錄其指標研究成果如下： 

(一)財務構面：年度獲得經費之多寡；預算支用之達成率；經費的分配是

否公平；人事費用占總支出是否合理；專案計畫爭取額度之多寡；預

算是否控制得當；經費是否有效利用；年度預算案總額度成長率（與

往年比較）；年度預算案總額度核准率；撥款之時效。 

 (二)顧客(學生)構面：對學生是否公平服務而無差異；對於學生的服務是

否能及時回應；學生對申辦事項的參與程度；學生之滿意度；對學生

的服務態度；與成大其他行政單位服務水準之比較；學生對學務處的

抱怨程度；服務學生的品質能否達到一定水準；與學生的事後維繫程

度(售後服務)；學生對學務處的使用率是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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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部程序構面：年度整體計畫進度的符合程度；是否具有目標及成果

管理；學務處對外的協調能力；學務處的整體形象；服務流程是否周

詳；申請案的批准速度；學務處的資訊開放程度及資訊系統採用程

度；管理監督水準之合理性；學務處改進活動之實行程度；學務處內

各單位之協調程度。 

 (四)學習與成長構面：職員技工之滿意度；職員技工之獎賞及昇遷；職員

技工之在職教育計畫及多元專長計畫；職員技工之離職率；個人與組

織之配合程度；職員技工之建言與建言之採納程度；職員技工工作負

荷之多寡；職員技工之申訴；職員技工之科技/論文/報告/著作能力；

職員技工的缺勤率。 

九、「大學競爭力指標之分析」評析與指標 

呂美霓(2003)的「大學競爭力指標之分析」論文中係以大學競爭力

指標作為主題，首先藉由文獻分析法探討大學競爭力指標與國內外大學

排名指標，接著以美國 U.S. News &World Report 及英國 The Times、The 

Sunday Times、Financial Times 等刊物的指標數據作為研究對象，並進

行描述統計與相關分析，以求出各指標之歷年變化情形。 

其優點在於廣泛蒐集國內外大學排名指標。然而缺點則在於其指標

數據皆來自於一般刊物而非官方數據，其可信度自然容易受到質疑；其

次跨國性的指標比較極為複雜，連名稱相同的指標都可能涉及內涵不同

的問題，更何況是名稱不同的指標，這可能連帶會影響到該研究進行相

關分析的比較基準點之可靠性。 

有鑒於該論文探討之大學競爭力指標與本研究相關，因此為期找到

或修正出符合本研究需要之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指標，研究者爰

節錄其研究中所探討之指標成果如下： 

(一)美國(U.S. News &World Report)：學校聲譽；畢業率和返校率；平均新

生返校率；畢業率/預測；畢業率/實際；畢業率/超過標準(+)低於標準

(-)；教學資源排名；班級數。 

(二)英國： 

1.The Times 雜誌：教學品質；研究評鑑；入學標準；生師比；圖書電腦

經費；設備支出；學位；畢業生成就；學業完成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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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e Sunday Times 雜誌：教學品質；研究品質；入學標準；員工；學

生表現；生師比；中途輟學率。 

3.Financial Times 雜誌：入學標準；申請的名次；生師比；研究；教學；

學生素質；員工；畢業後專業訓練的比率；畢業後繼續進修的比率；

%研究生(研究)；%研究生(教學)；國外學生比率；來自企業的資金；

來自企業的收入/全體教職員；研究收入。 

(三)加拿大(Maclean’s 雜誌)：學生；班級；全體教職人員；財務資源；圖

書資訊；聲譽。 

(四)臺灣(遠見雜誌&中時晚報)：學術聲譽；民眾評價；高中生心目中理

想的學校；最有發展潛力。 

(五)亞洲(亞洲周刊)：學術聲譽；學生選擇；教學資源；研究成果；財務

資源。 

十、「建構我國科技大學專業系組教育品質指標模式之研究」評析與

指標 

李怡穎(2001)的「建構我國科技大學專業系組教育品質指標模式之

研究」論文中係以科技大學教育品質指標作為主題，首先藉由文獻分析

法探討科技大學現況、教育品質、評鑑制度及教育指標模式等；其次採

用 Delphi 調查法邀請 13 位學者專家進行 3回合的郵寄問卷施測，第 1

回合以 4個開放式問題作為問卷題目；第 2回合的問卷則同時包含封閉

式題目及開放式的建議題目，並開始有教育品質指標初稿的出現；然而

第 3回合的問卷施測後卻只獲得「指標建構步驟」等結果，而沒有指標

重要性之類的分析。其研究結論並以指標建構步驟為主。 

本論文之優點在於落實了 Delphi 法至少進行 3回合以上的要求，且

對於指標建構步驟確實獲得了學者專家們的認同與一致性。然而缺點則

在於「指標」建構到最後卻不能獲得結論，而徒然剩下指標建構的步驟，

不免令人有失去研究重心之感。 

有鑒於該論文所探討的科技大學教育品質指標與本研究相關，因此

為期找到或修正出符合本研究需要之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指標，

研究者爰節錄其指標初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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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學類：實習(驗)室設備、實習(驗)內容安排與課堂上課內容之配合；

教材選擇；課程設計；教學計劃完整性、周密性；實驗課可否建立學

生基本的實作能力；課程之規劃、實驗室之建構是否與教育目標相契

合；學生的學習成就評量；教師之教材及上課方式之調整。 

(二)研究類：研究案數/每師(生)；教師發表論文是否踴躍；教師獲得研究

經費；教師研究績效。 

(三)其他類：募款能力；學校中長程發展目標；畢業生就業薪資；就業狀

況；畢業生校友傑出表現；雇主對畢業生滿意度。 

十一、「運用模糊理論建立高等教育各類科之勞動市場需求預警指標」

之評析與指標 

邱蘊靜(2002)的「運用模糊理論建立高等教育各類科之勞動市場需

求預警指標」論文中係以高等教育各類科之勞動市場需求預警指標作為

主題，首先藉由文獻分析法探討各國教育之勞動市場需求預警指標、臺

灣地區高等教育發展現況及模糊理論；其次採用行政院主計處每年實施

的全國性「人力運用調查」原始資料，藉由 Microsoft Access2002、

Matlab6.0、Fuzzy Toolbox、SAS6.11 等統計軟體，以「各教育類科之失

業者分布率」及「母群體十五歲以上勞動力人口在各教育類科的分布百

分率」為輸入變項、「勞動市場需求與供給間的關係」為輸出變項，分別

針對文、法、商與管理、理、工、農、醫、軍警、教育、其他等 10 個高

等教育類科計算出其模糊控制系統之勞動市場需求預警指標燈號結果。 

其優點在於能以模糊理論呈現極具變動性的勞動市場預警指標。然

而缺點則在於單純將教育類科簡化為 10 種類科，顯然在實際運用上會有

所困難，例如「文」其實包含了英文、中文、俄文、阿拉伯文…等，其

就業市場區隔性明顯不同，顯然也不是我們能輕易簡化的。 

綜上所述，本研究所採用的「高等教育各類科之勞動市場需求預警

指標」，實際上只是一個燈號指標在 10 個不同高等教育類科的呈現結果。

而該燈號指標乃係藉由「各教育類科之失業者分布率」及「母群體十五

歲以上勞動力人口在各教育類科的分布百分率」輸入模糊控制系統後，

所獲得的「勞動市場需求與供給間的關係」燈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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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我國技專校院成本效益指標與標竿比較之分析－以四所學校

為例」之評析與指標 

陳惠釧(2003)的「我國技專校院成本效益指標與標竿比較之分析－

以四所學校為例」論文中係以技專校院成本效益指標作為主題，首先藉

由文獻分析法探討技專校院現況、教育指標、成本效益與標竿系統，其

次並參考教育部 89 年度研究專案「主要國家技專校院教育品質指標系統

之比較研究」之指標與數據後，依背景、輸入、過程、輸出等四個向度

發展出 38 項成本效益指標初稿，並在諮詢 6 位實務專家後修正為 17 項指

標，同時建立專家效度。接著以 3 所科技大學、1 所技術學院進行個案研

究法之問卷調查與訪談：首先以問卷調查瞭解 4 所技專校院在成本效益指

標之實際數據資料、發展情形與其標竿系統，其次以訪談(調查訪問)方

式探討前述成本效益及標竿系統分析結果之相關影響因素。 

其優點在於兼顧指標理論的建構與實證資料的分析。然而缺點則在

於該研究之成本效益指標係以調查 6位實務專家對於各指標適切性之看

法而得，顯然在取樣的代表性上是明顯不足的。其次在實證資料上，仍

有不少指標數據是連研究者都認為可能有問題的，如此在實證分析上顯

然也可能將產生不少的誤差。 

有鑒於該論文探討之技專校院成本效益指標與本研究相關，因此為

期找到或修正出符合本研究需要之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指標，研

究者爰節錄其指標研究成果如下： 

(一)背景指標：技專校院與企業合作比率；技專校院學費政策與水準；技

專校院學生人數佔技專校院總人口的比率。 

 (二)輸入指標：技專校院經費來源比例；技專校院負債佔資產百分比；技

專校院教職生激勵獎金佔總支出比例；技專校院獎助學金佔學雜費收

入比例；技專校院經常門、資本門預算比例；技專校院經費佔技專校

院經費的比率；技專校院經費佔總教育經費的比率；技專校院學生每

生分擔經費；技專校院經費佔國民生產毛額的比率；技專校院生師

比；技專校院中具有碩士以上學歷教師之比率；技專校院中教師與行

政之比率；技專校院圖書經費所佔比率；技專校院研究設備經費之每

生平均金額；技專校院每生可使用期刊數比率；技專校院可使用圖書

書籍數比率；技專校院學生佔 16-24 年齡層人口的比率；技專校院平

均每生服務經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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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過程指標：技專校院平均每班學生人數；技專校院學生每週參與實習

課程的時數比率；技專校院學生中途輟學比率；技專校院曠課比率；

技專校院學生申請助學貸款之比率；技專校院提供企業界人士在職

進修課程；技專校院建立教學評鑑之系所比例。 

(四)輸出指標：技專校院就業率；技專校院畢業率；技專校院學生丙級證

照取得比率；接受技專校院管道之多元性比率；技專校院畢業生薪

資水準；技專校院畢業學生之平均起薪；技專校院學生成績不及格

率；技專校院平均學生校外獲獎次數；技專校院平均每生獲得獎助

學金金額；技專校院學生平均每年外借圖書量。 

綜上所述，有關上述 12 篇大專校院各項指標之重要研究成果，研究者

謹將其整理如表 2-1-1 所示：  

 

項

次 
文獻名稱 

指標

用途
作者 年代 文獻類別 研究方法 分析技術 

指標建構 

成果 

1 

大學三大功能表現

指標評估模式之建

構與驗證性研究 

表現

指標

李芊慧、

吳裕益、

蔡清華 

2003

全球化、教育競爭力

與高等教育改革國

際學術研討會論文 

文 獻 分 析

法、問卷調

查法 

多向度量度化

方法 MDS、驗證

性因素分析 

10 個構面、

55 個指標 

2 
高等教育表現指標

之研究 

表現

指標
王保進 1993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

學系博士論文 

文 獻 分 析

法、比較法

多元迴歸分析 

、主成份分析 

、集群分析、

區別分析、等

級相關、卡方

考驗及變異數

分析 

背景、輸出

指標等兩部

分，共 110

個指標 

3 
我國大學教育指標

建構之研究 

教育

指標
張美蓮 1996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碩士論文 

文 獻 分 析

法 、 座 談

法、問卷調

查法 

次數分配、百

分比、平均數

及標準差 

10 個構面、

102 個指標 

4 

技職教育指標多準

則評估體系之建構

與應用 

教育

指標
劉莉貞 2004

銘傳大學管理科學

研究所博士論文 

文 獻 分 析

法、問卷調

查法 

因子分析、層

級分析法、模

糊積分法、灰

關聯分析、資

料包絡分析 

例一：6 構

面 36 個指

標 

例二：2 構

面 7 個指標

5 
大學校務綜合評鑑

指標建構之研究 

評鑑

指標

黃政傑、 

李隆盛 
1998

教育部高教司委託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研究中心之專

案研究 

文獻分析

法、座談法
無 

10 類構面、

106 項指標 

、18 項滿意

調查 

、2 類質化

系統 

6 

大學評鑑指標選取

模式之建構－考慮

外部競爭環境與模

糊群體決策之情況 

評鑑

指標
黃聖凱 2000

元智大學工業工程

研究所碩士論文 

文 獻 分 析

法、德菲法

波 特 五 力 分

析、模糊理論 
65 項指標 

表 2-1-1：大專校院各項指標之重要研究成果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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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文獻名稱 

指標

用途
作者 年代 文獻類別 研究方法 分析技術 

指標建構 

成果 

7 
大學院校績效衡量

指標之建立 

績效

指標
林俐孜 2005

中原大學工業工程

研究所碩士論文 

文獻分析

法、德菲法

眾數、平均數

與標準差 

3 個層面、

18 個項目、

84 個指標 

8 

以平衡計分卡來探

討績效衡量指標-以

國立成功大學學生

事務處為例 

績效

指標
廖冠力 2002

國立成功大學工業

管理科學系碩士論

文 

文 獻 分 析

法 

平衡計分卡、

平均數、標準

差 、 因 素 分

析、單因子變

異數分析 

20 個職員績

效指標、40

個處室績效

衡量指標 

9 
大學競爭力指標之

分析 

競爭

力指

標 

呂美霓 2003

暨南國際大學教育

政策與行政研究所

碩士論文 

文 獻 分 析

法 

描述統計與相

關分析 

美、英、加、

臺、亞洲等

國際指標 

10 

建構我國科技大學

專業系組教育品質

指標模式之研究 

教育

品質

指標

李怡穎 2001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

究所碩士論文 

文 獻 分 析

法、德菲法
無 

過程有 3 類

21 個指標初

稿，但最後

1 個不剩 

11 

運用模糊理論建立

高等教育各類科之

勞動市場需求預警

指標 

市場

需求

指標

邱蘊靜 2002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

學系碩士論文 

文 獻 分 析

法 
模糊理論 

2 項指標為

輸入變項 

12 

我國技專校院成本

效益指標與標竿比

較之分析－以四所

學校為例 

成本

效益

指標

陳惠釧 2003
國立成功大學教育

研究所碩士論文 

文 獻 分 析

法、個案研

究 法 之 問

卷 調 查 與

訪談 

平均數、標準

差與眾數 

38 項指標初

稿，最後挑

出 17 項指

標 

 

由表 2-1-1 可知，在 12 篇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中，文獻分析法乃是各

篇研究普遍採用的，其次為問卷調查法(4 篇)、德菲法(3 篇)和座談法(2 篇)。

只是採用德菲法有時面臨一個很大的風險，也就是當專家們無法取得共識

時，最後可能會面臨一無所成的命運，例如李怡穎(2001)的教育品質指標

最後即無法建構成功。其次座談法主要決策於少數的專家，這也往往容易

因人數限制的問題，而使得其代表性受到質疑。因此「文獻分析法」和「問

卷調查法」乃是相對比較受到研究者青睞的。 

另在分析技術上，這 12 篇研究可以說是各有所長，惟有鑒於研究者希

望嘗試以大量樣本資料的蒐集來整理出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

效益與指標的相關意見，並進行整體結構性的分析，因此李芊慧、吳裕益、

蔡清華(2003)所採用的驗證性因素分析(亦即結構方程模式裡的測量模式)

乃是研究者希望進一步嘗試的。 

至於各篇理論研究建構出來的指標成果或初稿，研究者將進一步作為

後續建構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指標之參考。惟仍將配合大專校院招

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以及指標建構規準來加以選取或適度修正之。

表 2-1-1：大專校院各項指標之重要研究成果彙整表 (續)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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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大專校院各項指標之實務應用現況 

為瞭解我國中央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在實務上已使用過哪些大專校院

相關指標，以下謹針對幾個實務法規與計畫進行分析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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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評析與指標 

教育部高教司(2005a)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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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目前高教體系(含高教司、中教司、體

育司)辦理招生名額總量管制之主要規範。依據該要點規定：「各校增設、

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應考量各項資源之配合條件，以維持基本教

學品質，並根據師資、校舍建築空間計算可發展總量規模，依據校務發

展計畫，逐年規劃系所及調整招生名額。本部依總量核定學校總量規模，

其審核基準如下：(一)系(所)設立年限…、(二)師資…、(三)校舍建築

面積…」。 

而該要點中所提及的「審核基準」，其實正是一種具有絕對上限或下

限值的「指標」，亦即屬於本研究分類的標準參照指標。而余民寧(2002)

認為依據事先預定的標準來作比較，以判定通過或不通過、及格或不及

格、與精熟或非精熟，而不需要參考他人的表現來作比較，像這種解釋

方式即是「效標參照的解釋」(criterion-referenced interpretation，或稱標準

參照的解釋)。而採用此種解釋觀點的指標，亦即研究者所稱「標準參照

指標」。例如該要點規定「全校生師比」應在 32 以下，此即為標準參照指

標的一種應用。 

該要點之優點在於能夠簡化行政程序、提高審查效率，避免逐案送

請專家審查造成曠日費時，同時也充份提高大學在增調系所及招生名額

上的自主性等(林俊彥，2001；黃政傑，2001)。然而缺點則在於該要點

並未規劃全國性觀點的總量調控、各項指標無法確實管控總量的擴增、

指標訂定的絕對標準合理性尚待質疑、無法約束不負責任或績效不佳之

大學校院擴增總量、只審查師資及校舍面積等形式條件而無法針對實際

招生或辦學品質進行管控等。 

有鑒於該要點採用之審查基準(或稱指標)與本研究攸關，因此為期

找到或修正出符合本研究需要的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指標，研究

者爰節錄其指標與基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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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所)設立年限：申請設立博士班者，申請時須已設立相關碩士班 3

年以上；申請設立碩士班者，申請時須已設有相關學系 3年以上；申

請設立碩士在職專班者，申請時須已設立相關碩士班 2年以上。 

(二)師資 

1.生師比 

    (1)全校生師比：該指標值應在 32 以下。其計算方式為「全校學生數

除以全校專、兼任教師」。其中有關學生部分，碩士班(含碩士在

職專班)學生加權 2 倍計列、博士班學生加權 3 倍計列；至於教師

部分，則以兼任教師 4 名折算 1 名專任計，但以兼任計列之教師

折算數不得超過實際專任教師數的三分之一。 

(2)日間部生師比：該指標值應在 25 以下。其計算方式為「日間學制

學生數除以日間部專、兼任教師」。其中有關學生部分，碩士班(含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加權 2 倍計列、博士班學生加權 3 倍計列；至

於教師部分，則以兼任教師 4 名折算 1 名專任計，但以兼任計列

之教師折算數不得超過實際專任教師數的三分之一。 

(3)學院生師比：該指標值應達 15 以下。其計算方式為「該學院碩、

博士班(含在職專班)研究生在學人數除以專任助理教授以上師資

人數」。 

  2.師資結構 

(1)全校專任講師比率：全校專任講師數不得超過專任師資總數之三

分之一。 

  (2)擬設碩士班之學系師資結構： 

擬設碩士班之學系，全系專任師資至少應有 8 位，且具助理教

授以上資格者應在三分之二以上，其中應至少有 3 位具副教授以上

資格者且其學術專長須與該系領域相符。   

(三)校舍建築面積：「實有校舍建築面積」應達到「應有校舍建築面積」

基準。其中「應有校舍建築面積」(單位：平方公尺)是根據各類型單

位學生校舍建築面積標準計算而得，如表 2-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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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高教體系各類型單位學生校舍建築面積標準 

             

類   型 

 

文法商、

管理及教

育類 

理學、醫學（不

含醫、牙學系）

護理及體育類 

工學、藝術及

農學類 

醫學系、牙醫

學系 

大學部 10 13 17 23 
每位學生所需

校舍樓地板面

積(單位：平方

公尺) 
研究所 13 17 21 29 

   資料來源：教育部高教司(2005a) 

二、「技專校院增減調整所系科班及招生名額審查作業要點」之評析

與指標 

教育部技職司(2005a)的「技專校院增減調整所系科班及招生名額審

查作業要點」乃是目前技職體系(即技專校院)辦理總量管制業務之主要

規範。該要點並同樣以校舍建築面積、師資等具有絕對上限或下限值的

「指標」(即標準參照指標)來計算可發展總量規模，只是由於技職體系

多了「專科學校」的關係，因此許多指標基準的訂定上會稍有不同。此

外，該要點之優、缺點也大致與前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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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 

惟有鑒於後續章節乃將針對高教體系與技職體系在總量管制審查作

業法規之差異進行比較，故研究者仍節錄其指標與基準如下： 

(一)師資 

1.生師比 

   (1)全校生師比：計算方式為「全校學生數除以專任教師(含兼任折算)

總數之比值」。其中有關學生部分，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加權 2 倍計列、博士班學生加權 3 倍列計。有關教師部分，設有護

理科系之學校所聘任具有護理學士學位或護理師執照之專任護理

實習臨床指導得折算為 0.4 名講師、各校聘任專任專業技術人員與

專業及技術教師人數不得多於專任教師總數八分之一、兼任教師得

以 4 名折算 1 名專任教師但折算數不得超過實際專任教師數的三分

之一。 

          有關全校生師比之指標基準如下： 

 a.科技大學應在 32 以下；技術學院與專科學校應在 35 以下。但設

立或改制滿三年後之技術學院應在 32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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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設有進修學院、進修專校之學校於加計進修學院、進修專校之學

生數後，全校生師比得在 40 以下。 

c.規劃新設博士班（含在職專班）之學校，全校生師比應在 32 以下。 

(2)日間部生師比：該指標值應在 25 以下。其計算方式為「日間學制學

生數除以專任教師(含兼任折算)總數之比值」。其學生數與教師數

之計算與前述全校生師比相同。 

   2.專任師資結構：其計算方式為「以全校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教師數除以

全校應有專任講師以上教師數」。其中「全校應有專任講師以上教師

數」為全校學生數除以全校應有生師比。專任師資結構之相關規定如

下： 

(1)專科學校：應達百分之十五以上；由高職申請改制之專科學校改制

滿 3 年應達百分之十五以上。 

(2)技術學院：未設專科部之技術學院應達百分之三十以上。但專科學

校申請改制時應達百分之二十一以上；改制滿一年應達百分之二十

二以上；依此類推，改制滿四年應達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3)科技大學：改名時應達百分之四十以上；改名滿 3 年應達百分之四

十五以上；改名滿 5 年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4)學校規劃新增設碩、博士班（含在職專班）及增加研究所招生名額，

生師比應符相關規定；規劃增加研究所招生名額專任師資結構應達

百分之四十四以上。 

(5)學校符合以下條件之ㄧ者，得整合數系或以學群為單位申請設立碩

士班(含在職專班)： 

a.申請時「全校」及擬設碩士班之「系所」專任師資結構達百分之五

十以上。 

b.擬設碩士班之「系所」專任師資結構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且產學

合作件數、已核准通過專利件數、已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件數、

參與公開展演場次，及接受政府、民間機構專案委託進行之研究

計畫等合計總件數，技術學院最近三年每年平均達 10 件（場）以

上、科技大學達 12 件（場）以上。 

(6)學校得整合數系或以學群為單位申請設立博士班(含在職專班)，申

請時擬設博士班（含在職專班）之「系所」專任師資結構應達百分

之六十六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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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舍建築面積：各校每生應有校舍建築面積應符合校舍建築面積標

準，未符合者不得增加招生名額。其中「校舍建築面積標準」(單位：

平方公尺/每生)如表 2-1-3 所示： 

表 2-1-3：技職體系各類型單位學生校舍建築面積標準 

類型 

學制 

商業、護理、語

言類 

醫技、藥學、家政、

藝術、體育 

工業、農業、海事

類 

專科 10 12 14 

類型 

學制 

文法商管、教育

類 

理醫類 工業、藝術、農業

類 

大學 10 13 17 

研究所 13 17 21 

      資料來源：教育部技職司(2005a) 

 

三、「大學校務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評鑑指標」之評析與指標 

教育部高教司(2004a)委託社團法人臺灣評鑑協會辦理之 2005 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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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兩組，並分別採用「質性」與「量化」評鑑指標。其中「校務類組」

大致分為辦學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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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方面的指標群；「專業類組」則分為師資、教學、研

究等 3個方面的指標群。 

其優點在於評鑑指標的訂定經過相當嚴謹的討論過程、兼採質性與

量化的評鑑指標以反映學校特色、由具有實務經驗且學術聲望高的人選

擔任評鑑委員、評鑑結果只公布質性的意見而保留評鑑等第作為內部決

策參考等。然而美中不足之處，則在於評鑑委員利益迴避部分只能做到

現職服務學校的迴避，而無法進一步做到畢業學校、親友關係的迴避，

不免仍可能會有間接的人情影響因素在裡頭。其次雖然有訪談幾位學校

教師及學生的質性意見資料，然而仍比不上全校性或大範圍的教師或學

生的意見問卷調查來得客觀，使得評鑑結果的公布相對可能受到主觀性

的影響。 

惟有鑒於該計畫所使用之指標與本研究攸關，且研究者係以建構出

相對客觀的「量化指標」為主，因此為期找到或修正出符合本研究需要

之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指標，研究者爰節錄該計畫之量化指標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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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務類組量化評鑑指標 

1.教學資源：平均每位學生儀器設備經費；平均每位學生圖書等經費；

平均每位學生教學研究及訓輔經費；平均每位學生中、外文圖書冊

數；中、外文紙本期刊種類數；校舍面積情況 

2.國際化程度：全校招收外國學生之比例；全校開設全英語授課課程之

比例；全校學生通過中級英文檢定等級考試之比例；全校外籍教師比

例；全校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期刊 SCI、SSCI、AHCI 論文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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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國際合作計畫件數。 

3.推廣服務：全校推廣教育總收入金額；全校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推廣教

育收入；全校辦理推廣教育之專兼任教師比例；推廣教育開課時數與

正規教學時數之比例 

4.訓輔：全校平均每位學生參加社團人次；全校學生申請就學貸款之人

數比例；全校平均每位學生在校工讀時數；全校舉辦學生就業輔導之

活動總數 

5.通識教育：全校平均廣義通識學分比重；全校平均通識課程學分比

重；全校平均共同科課程學分比重 

6.行政支援：全校專任教師與行政支援人力比；全校學生與行政支援人

力比；平均每位專任助理教授以上之研究室間數；平均每位專任講師

以上之研究室間數。 

(二)專業類組量化評鑑指標 

1.師資：類組加權生師比；類組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所占比例；類組專任

教師中教授所占比例；類組專任教師中博士學位所占比例；類組一般

生師比；類組聘任專任外籍教師授課比例；類組兼任教師與專任教師

之比例。 

2.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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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類組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每週實際授課總時數；類組大學部平均規定畢

業最低學分數；類組研究所平均規定畢業最低學分數；類組系所平均

開課學分數；類組系所平均選修課程學分數；類組系所選修科目學分

的比例；類組開設全英語授課課程之比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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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組研究生數占類組學

生總人數比例；類組修習輔系學生比例；類組修習雙主修學生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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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組校際選課學生比例；類組學生報到率；類組學生畢業率；類組學

生退學率 

3.研究：類組專任教師發表 SCI、SSCI、AHCI 期刊論文總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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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 期刊論文總數；類組專任教師發表 TSSCI 期刊論文總數；類組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 TSSCI 期刊論文數；類組 SCI、SSCI、AHCI

論文平均被引用次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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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組專任教師發表具審查機制之專書總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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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組專任教師於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總件數；類組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於

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件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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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研究計畫總金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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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組專任教師獲准專利總數；

類組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准專利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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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組專任教師獲全國性或國際性學

術榮譽獎人次；類組博士班學生數佔類組學生之比例；類組博士班學

生數佔類組研究生之比例  

 

四、「九十四～九十六年度私立大學校院整體發展獎助及補助審核作

業原則」之評析與指標 

教育部高教司(2004b)所訂「九十四～九十六年度私立大學校院整體

發展獎助及補助審核作業原則」中，總計訂有 2 個部分、4 個層面的指標

群，分別為：(一)補助部分：含「投入補助」與「規模補助」等 2 個層面

的指標群；(二)獎助部分：含「辦學績效」與「校務發展計畫」等 2 個層

面的指標群。 

該作業原則之優點為各指標計分方式經過精密的計算過程、兼採質

性與量化的評鑑指標以反映學校特色及學校發展理想、學校可自訂一定

比率之指標權重、指標訂定前經過完善的委託專案研究(顧志遠，2003)

等。然而美中不足之處則在於質性指標審查的部分，幾乎取決於送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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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撰寫的好壞而非實質的校務績效表現與品質；其次由大學教授審查私

立大學校院的校務計畫，雖然其通常具備相當的實務經驗，然而卻難免

仍可能間接受到人情因素之影響。 

惟有鑒於該計畫所使用之指標與本研究攸關，且該計畫中量化指標

與質性指標夾雜在一起，區隔後可能失去原貌，因此為期找到或修正出

符合本研究需要之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指標，研究者爰節錄該計

畫之全部指標如下： 

(一)補助指標 

  1.投入補助指標：加權生師比情況；專任教師中助理教授以上所占比例；

校舍面積情況；年度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 

  2.規模補助指標：加權學生數；加權教師數；職技人員數 

(二)獎助指標 

  1.辦學績效指標 

(1)教學與輔導 

 A.師資：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教師之生師比；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之生

師比；專任教師中博士學位所占比例；兼任教師實際授課時數與學

生數之比例 

 B.教學資源：單位學生圖書(包含光碟)經費；單位學生儀器設備經費 

 C.各項支援教學之配合措施：訓輔人力及經費投入之情形；導師工作

推行成效；畢業生就業輔導及畢業生聯繫工作辦理狀況及成效；教

學課程(含通識課程)規劃之狀況；促進教學品質之措施及成效；學

生生活輔導；學生自治團體及申訴制度之建立與輔導；學生就學補

助制度之規劃及推動成效(含就學貸款之還款追蹤相關作業)；系所

概況及發展 

(2)研究：平均每位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教師研究計畫金額及件數；專任

教師獲獎率；專任教師發表論文、出版專書數或專利數；學校鼓勵

教師積極從事研究之相關措施及其成效 

(3)推廣服務：推廣教育開設班次、課程、課程總時數及訓練人數；辦

理推廣教育之專兼任教師比例；開課時數與正規教學時數之比例；

地區性推廣服務執行成效；各項加強推廣服務及建教合作之措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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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成效；各項推動建教合作(含產學合作及產學共同培訓人才)之

措施及具體成效；教師升等是否有外審制度。 

(4)一般行政：行政支援人力與學生比；校務會議、教師評審委員會、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經費稽核委員會等運作狀況；推動行政電腦

化；組織規程等校內重要章則訂(修)定情形；如何提高行政績效之

各項措施  

(5)會計行政：學校財務收支情形(含募款、學雜費收入提供助學金辦理

成效、學校年度經費支出占收入之比例)；學校 資產、負債結構狀

況及貸款報備情形；財務審查程序及公開方式；內部控制及資產管

理 

2.校務發展計畫指標：含辦學理念及目標、發展策略、學校特色、經費

規劃、計畫可行性、校務計畫之執行與管考措施。 

綜上所述，為瞭解我國大專校院對於相關指標之實際應用現況，以下

謹整理前述實務法規與計畫之基本資料與指標項目應用情形如表 2-1-4： 

表 2-1-4：應用大專校院各項指標之實務法規與計畫彙整表 

項

次 
文獻名稱 

制訂 

機關 
年代

文獻 

性質 
指標項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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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高教司
2005a

法規

命令 
3 個部分、7項指標 

2 
技專校院增減調整所系

科班及招生名額審查作

業要點 

教育部

技職司
2005

法規

命令 
2 個部分、4項指標 

3 
大學校務評鑑規劃與實

施計畫評鑑指標 
教育部

高教司
2004a

實施

計畫 

量化指標分 2組：校務

組 6個構面 28 項指

標，專業組 3個構面

46 項指標 

4 

九十四～九十六年度私

立大學校院整體發展獎

助及補助審核作業原則 

教育部

高教司
2004b

行政

規則 

分 2個部分、4個層

面、總計 44 項指標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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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1-4 可知，目前實務上已積極應用大專校院相關指標的業務，

大致可包括「總量管制」、「大學評鑑」與「私立大學獎補助」等三個方面。

此外，雖然本研究並未針對其中的質性指標進行深入論述，然而嚴格來

說，上述 4 個實務法規或計畫中，本質上都是「量化指標」與「質性指標」

並重的。惟鑒於本研究仍希望以建構可進行客觀比較的指標為主，故將以

前述實務法規或計畫中的量化指標，來作為本研究選取或修正出適當總量

管制指標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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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將分別以「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之政策發展沿革」、「教育

部辦理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業務之現況」及「全國大專校院招生名

額總量之現況及其影響」等三個部分進行論述。 

壹、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之政策發展沿革 

大專校院的總量管制政策，其實涉及了「增減調整系所」與「招生

名額總量」等兩個部分的管控。而談到總量管制之政策發展沿革，我們

首先便需要瞭解，在總量管制政策推動以前，教育部究竟是如何辦理「增

減調整系所」與「招生名額」等兩個部分的審查作業。接著才探討是什

麼原因導致教育部積極推動總量管制政策，以及其法規制訂過程與修正

沿革。茲並依據前述的論述脈絡，逐一說明如下： 

 一、總量管制政策推動前之「增減調整系所」與「招生名額」審查

作業 

我國大專校院招生名額早期是依據「班級人數上限規定」及「增設

系所班組核定結果」決定之，亦即除非學校內的各班現有人數未達上限、

或有增設系所班組申請案通過，否則學校的招生名額原則上是無法增加

的；而這個過程中當然也並未論及如何增減調控全國招生名額總量之整

體性規劃。 

而前述「班級人數上限規定」迄今仍大抵規範如下：「學系每班最高

以六十名為原則；研究所碩士班增設第一年學生數以十五名為限，碩士

在職專班以三十名為限，博士班增設第一年不得超過五名，碩、博士班

得隨學生人數逐年成長，但每班最高以三十名為原則(配合國家政策獲准

核撥專案師資及擴增招生名額之系所除外)，以維教學品質。」(教育部

高教司，2004c) 

然而前述「增設系所班組」案件，卻自 91 學年度起開始了制度的重

大改革與變化，我們就先談一段總量管制政策推動前的歷史。有關大專

校院增調系所之規定，在 90 學年度(含)以前主要是由教育部依大學法第 5

條訂定「大學暨獨立學院增設系所作業要點」辦理之(教育部高教司，

1991)。該要點並規範了下列 9 項審核增設系所案件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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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設所系應以符合國家整體建設及發展需要為前提。 

(二)各校院應妥填規劃中長期發展計畫並研訂發展重點與特色。 

(三)增設之所系應配合學校發展計畫排列優先順序。 

(四)各校院應配合現有基礎與規模，提出合理之增設數量，國立校院尚應

衡酌政府之財力狀況。 

(五)應具有充足之師資及足供教學與研究所需之圖書、儀器及設備。 

(六)所系分組不宜過度分化，並避免分組後再改為所系。 

(七)應考慮畢業生就業狀況，對於人力培育不虞缺乏之所系，暫緩再予擴

增。 

(八)原有所系名稱、分組不甚妥切或性質相近重複者，應予調整。 

(九)配合科技發展所需增設之所系優先考慮，但仍兼顧人文社會學科之均

衡發展。 

然而上述舊制的「大學暨獨立學院增設系所作業要點」其實僅規範

了一些原則性的方向，有關其基本條件、審查作業程序及其他特殊規定

等實務作業方式，目前已不易查考。所幸我們仍得由黃政傑(2001：68-70)

在「大學教育改革」一書中的相關論述，整理節錄出當時實務作業方式

的概況如下： 

(一)大學暨獨立學院增設系所之「基本條件」方面 

     為維基本教學品質，各大學對於發展規模之設定，應考量各項資源

之配合條件，增調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之規劃，應根據現有師資、校舍

建築空間決定最大學生人數規模(黃政傑，2001：68-70)： 

1.專任師資(含專任專業技術人員)： 

(1)學士班平均每班應有專任講師以上師資 2.5 名，其中具助理教授以

上資格者需有 1.5 名；招收在職人士在夜間、假日、暑期開課者，

平均每班應有專任講師以上師資 1名。 

(2)碩士班每所應有專任助理教授以上師資 3名，其中具副教授以上資

格者需有 2名，增組或增在職進修專班者需各增加助理教授以上師

資 1名。 

(3)博士班專任師資之計算，係含碩士班計算應有專任助理教授以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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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4名，其中具教授資格者需有 2名，增組者需增加副教授以上師

資 1名。 

  2.校舍建築空間： 

校舍建築係依每位學生所需校舍樓地板面積，分為文法商管教、

理醫護體、工藝農、醫牙等四類的大學部及研究所要求標準計算，招

收在職生並利用夜間、假日及暑期開課者不計入。 

(二)大學暨獨立學院增設系所之「審查作業程序」方面 

     增調系所班組的作業程序分成「新增系所班組」、「調整系所班組」

「調整系所班組之招生名額」三類，均應配合各大學中程校務發展計

畫，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私立大學並應提董事會審議通過，再將計畫

報教育部審核。大學增調系所的作業程序分為申請、初審、複審、籌設、

核定招生名額等步驟，必要時教育部並得組成專案小組進行計畫書的查

證。各校院的申請計畫書應說明增設系所的名稱、增設理由、師資、圖

書、設備、相關系所及畢業生狀況等項資料(黃政傑，2001：68-70)。 

1.「新增系所班組」部分： 

各校可一次提報三至五年之申請案，除新設未滿五年之學校或分校

分部外，每年限三案，但博士班、碩士學程在職進修專班及不需增加員

額及經費補助者不在此限。博士班經專業審查通過後，提教育部學術審

議委員會之常務委員會審定後始可設置，其增設一律不給員額。碩士班

及系班組之不增員額及經費補助者，經專業審查通過後，由學校依其意

見進行籌設；其需增員額及經費補助者，由教育部依據高等教育政策研

訂審查原則，參酌人力需求推估結果及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情形完成初審

後，再邀請相關部會組成專案小組進行複審，通過者即進行籌設(黃政

傑，2001：68-70)。 

  2.「調整系所班組」部分： 

是指各大學在其總招生人數上限之內，配合社會變遷、學術發展趨

勢及學校發展重點，對原有系所班組予以調整以茲因應之謂，共有「系

所更名」、「系所合併」、「系所分組」、「分組獨立成立新系所」、「系所減

併或減班後成立之新系所」五項。其中之更名、合併二項，經校內程序

後報教育部備查即可，其餘各項各校一次可提報三至五年之計畫，案數

不限，經專業審查後，依審查意見籌設。公立大學之調整系所班組，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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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請增員額經費(黃政傑，2001：68-70)。 

  3.「調整系所班組之招生名額」部分： 

      各大學在不增調系所班組之狀況下亦得申請調整各系所招生人

數，在學校最大學生人數規模下可逐年發展，大學部每年成長限度為

3%、研究所為 5%為原則，新設大學及教學資源充裕者可酌增，但已經達

到最大規模者不宜再增加。研究所增加總名額未足 20 名者，得以 20 名

計，招生名額成長超過上述比例時，以招收在職生為優先考量，教學資

源不足者，教育部得不予核准或酌減名額，且凡超收之名額均不得請增

員額經費(黃政傑，2001：68-70)。 

(三)大學暨獨立學院增設系所之「特殊規定」方面 

各大學增調系所班組經准籌設者，應就籌設情形向教育部提報籌設

結果，作為核定招生與否之依據，教育部亦可視需要組織專案小組進行

審核前之實地訪視。醫學相關系所受醫事人力培育規劃之限制者，均須

經專案報教育部審查通過後始可辦理(黃政傑，2001：68-70)。 

黃政傑(2001)並進一步歸納前述「大學暨獨立學院增設系所作業要

點」在實際運作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如下： 

(一)影響大學自主辦學及積極負責的精神。 

(二)作業時間冗長，增調系所欠缺彈性。 

(三)審查結果未必符合學校發展的優先序位。 

(四)學校對教育部的專業審查時生意見。 

(五)政策需要與專業審查有時出現衝突。 

(六)大學系所設置未能符合產業發展需要。 

(七)人力需求配合的哲學論辯。 

(八)系所調整的審核時有外力關切。 

(九)以系所增設爭取員額，造成系所過度分化。 

    而我們由前述總量管制政策推動前的歷史，可知過去對於大專校院

招生名額之管控，主要是藉由「班級人數上限規定」及「增設系所班組

核定結果」來決定。其中「班級人數上限規定」並沒有太大改變，然而

「增設系所班組」案件則由於增調系所欠缺彈性、系所設置未符產業需

要、重視人力需求而忽略學生學習性向等問題，因此受到外界不少的質

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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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總量管制」政策發展與法規修正沿革 

鑒於前述增調系所作業可能產生欠缺彈性等多項弊病，在教育改革

的呼聲下，行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發表第四期諮議報告書中於

是提出：「私立學校系所、科之設置及招生名額逐步自由化。初期以訂定

基本教育資源需求指標，來規範學校發展規模，學校可自行調整系所科

及招生名額。」，而此正為大專校院增調系所及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想法之

前身(何雅玲，2004)。 

由於前述教育改革的理想與龐大壓力，教育部高教司爰於 1998 年 8
月 12 日先行以臺(87)高(一)字第 87089908 號函通知各校自 89 學年度起，

依新修訂「大學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審查作業要點修正草案」

辦理(教育資料館，1999)，以期收重要法規事先預告之效，並將儘速完

成修法工作。 

惟該要點修正草案因牽涉層面過大，而導致遲遲無法完成制訂工

作。教育部高教司於是接著在 2000 年 6 月 26 日召開「研商大學校院增

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審查作業要點草案相關事宜會議」，會中並

決議自 91 學年度起實施總量管制方式，以落實大學自主理念並維持基本

教學品質(教育部秘書室，2000a)。 

然而上述實施總量管制的改革決議，後來卻在教育部「高教司」及

「技職司」的分別主導下，形成了雙軌並進的發展局面，茲並分述如下： 

(一)「高教司」主導之總量管制業務發展方面： 

在「高教司」主導下的總量管制業務發展過程中，「中教司」及「體

育司」等兩個業務司基於高等教育審查一致性的考量，爰以配合高教司

的政策及法規來分別辦理師範校院及體育校院增調系所及招生名額業

務為原則。而本研究並參考曾騰光(2001)的分類方式，將高教司、中教

司與體育司合稱為「高教體系」。 

然而前述「研商大學校院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審查作業

要點草案相關事宜會議」召開之後，因各方意見紛雜不一，為期弭平各

方爭議，高教司爰再次於 2000 年 9 月 6 日召開「大學增設、調整系所班

組及招生名額審查作業要點修正草案相關事宜第二次會議」，討論 91

學年度起增設系所採行總量審核相關事宜，該草案並將提「大學校長會

議」報告後定案，且通函各校自 91 學年度起據以辦理(教育部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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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b)。 

惟各界及大學校長會議過程中仍有不少修正意見，如私立大學集體

抗議，批評這是為公立大學量身訂作的條款(中央日報．文教報，2001)。

教育部爰又於 2001 年 1 月 15 日召開「大學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

名額審查作業要點修正草案相關事宜第三次會議」，會中決議如下：1.

有關 91 學年度，由各校自行衡酌總量發展審核方式或修訂前之審核方

式。2.總量發展審核方案之方式：其一、現有總量已超過可發展總量之

學校，得維持既有規模繼續辦理；其二、藝術類系所兼任師資採計方式

將酌予放寬(教育資料館，2001)。 

高教司爰依據前述會議決議，於 2001 年 3 月 28 日臺(90)高(一)字第

90039035 號函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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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確定自 91 學年度起正式實施(教育資料館，2001)。

該要點並有下列 7 個主要改革方向(黃政傑，2001)： 

1.總量發展審核的項目為師資條件和校舍空間。 

2.師資條件以生師比為標準。 

3.校舍空間的計算以單位學生校舍建築面積為準。 

4.大學總量發展的核定，以生師比及校舍建築面積總量中，兩者較小者

為學校可發展總量。 

5.學校每年可增學生人數的規定。 

6.特殊項目的系所增調及招生名額仍應報由教育部核定。 

7.各大學現行系所及招生名額超過發展總量的處理。 

該要點施行幾年後，因部分作業程序仍有修正必要，爰於 2003 年

12 月 8 日教育部臺高(一)字第 0920173315 號令再次修正發布，其主要修

正內容大致為增列「系(所)設立年限」、「學院生師比」、「擬設碩士班之

學系師資結構」、「研究卓越之專案設所條件」、「列為評鑑項目」等具體

規範。 

而該要點最近一次的修正，則在 2005 年 12 月 26 日以台高(一)字第

0940142666D 號函修正發布，其主要修正內容包括「增列各段落之題

號」、「將專案設所條件由研究卓越改為專業審查」、「限定重要著作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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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多五篇」、「增列各校如不能及時提報資料或資料錯誤不完整之懲處規

定」、「增列籌組專案小組進行系所師資質量或相關指標(如大學評鑑結

果、大學部學生報到率等)之評核規定」等。該要點並自此次修正後沿用

至今。 

(二)「技職司」主導之總量管制業務發展方面： 

早期技職司即是依據大學法第 5 條第 3 項及專科學校法第 4 條規定

訂定「技專校院增減、調整所系科班及招生名額審查原則」以辦理技專

校院系所(科)及招生名額等審核業務(何雅玲，2004)。然而當高教司發

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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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技職司也隨即在 2001 年以「總量管制」觀點修訂了「技專校院增

減、調整所系科班及招生名額審查原則」(何雅玲，2004)。而何雅玲(2004)

更進一步將前述新舊審查原則的修訂內涵進行比較如表 2-2-1 所示。 

為何技職司要擺脫高教司的法制規範而另行修訂法規呢？何雅玲

(2004：74)曾引述一位受訪者的意見指出：「原則上技職司是沿革高教司

的總量管制精神去修正原本的舊制審查原則，然雖然他們有共通性的原

則，卻因為高教、技職的學制複雜度不同，背景、特色也不同，所以審

查的原則及標準也有所殊異。」 

然而前述審查原則由於初次引進「總量管制」的觀念，因此許多細

節性的作業規定仍有待加強，同時為避免各校對總量管制的內涵造成誤

解，技職司爰於 2002 年 2 月 7 日再次進行「技專校院增減、調整所系科

班及招生名額審查原則」之修正，其中主要藉由增列其原則第六點以說

明總量管制之基本精神為提供學校於學制內調整科系與名額之彈性，另

總量發展規模之條件應只是最低標準，並非要學校於發展總量內毫無限

制之擴充，或跨越學制之調整(何雅玲，2004)；其次也進行一些細節上

的修正。 

接著 2002 年 8 月 19 日又有一波審查原則的修正，其中包含名詞定

義的再明確化(如校舍計算定義、個別學制等)、特殊管制項目申請案件

數及申覆之管制等(何雅玲，2004)。 



 －65－ 

 

 舊制審查原則 新制審查原則(總量管制，2001 年)

依據 
大學法第 5 條第 3 項規定及專科學校

法第 4 條 

大學法第 5 條第 3 項規定及專科學校

法第 4 條 

原則精神 教育部主導 總量管制(學校自主性較高) 

增設系所

科班之原

則 

1.校舍標準：符合「大學分部設立標準」

及「各級各類私立學校設立標準」。

2.師資標準： 

 (1)各校師資員額最低需求應符合「教

育部輔導私立技專校院提高師資

素質實施要點」之規定。 

(2)生師比以班為單位計算。 

1.配合總量管制之精神規範發展規模。

2.校舍面積標準依現有規定辦理並增

列： 

 (1)各所系科班歸屬之類型應依據各

校收取學雜費之歸類核計之。 

 (2)租用校外學生宿舍得依規定納入

該校校舍規定以提供校舍面積不

足學校之過渡解決方式。 

 (3)部分學生於校外實習者的扣除依

比例扣除計算。 

3.師資標準－各校師資員額最低需求

應符合「教育部輔導私立技專校院

提高師資素質實施要點」之規定。

 (1)師資人數得含招生年度開學前預

計增聘之師資。 

(2)生師比以全校師生比計算。 

流程方面 
除以師資校舍為審查標準外，並以專

家審查其系所可設置程度(包括極力

推薦、推薦、有條件推薦、不予推薦)

1.合學校總量規模及符合師資(生師

比)、校舍面積者准設。 

2.特殊管制項目仍須由教育部審核。 

學校每年

可新增學

生數 

依審查會決議 

增列－在可發展總量規模範圍內，各

校每年增加學生總數除自然增班學生

數外，日間學制以三百人為限，日、

夜間學制合計不得超過四百五十人。

申請與核

定流程 

1.申請分三階段辦理，各校除特殊管制

項目需於第一階段申報外，其餘於

第三階段提出即可。 

2.公私立學校分別報核。 

1.依總量管制之精神。 

2.申請分三階段辦理，各校除特殊管制

項目需於第一階段申報外，其餘於

第二階段提出即可。 

3.明確規定公私立校院共同提報日期。

其他  增列追蹤、檢核及懲處之規定。 

 

然而整個「技專校院增減、調整所系科班及招生名額審查原則」的

修正，也在 2003 年 9 月 30 日臺技（二）字第 0920131960 號令修正的這

一次邁入了新的里程(教育部技職司，2003a)。因為立法院開始正式介入，

他們要求高教司及技職司相關規定應要求一致原則，不應單就技專校院

設定標準，以因應全球化與知識經濟之趨；其次 2003 年 8 月 12、13 日的

「全國技職教育會議」中也針對目前技專校院總量管制與人力供需之現

況與問題，提出因應對策及建議事項；加上產業界亦反應技職教育質量

資料來源：何雅玲(2004)。 

表 2-2-1：技專校院增減、調整所系科班及招生名額審查原則之新舊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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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現階段總量管制機制似乎難以有效控制這些問題，且上游學生來

源(高職、專科)逐漸消逝，使得社會大眾對於技專校院招生不足卻仍大量

增招名額產生多所質疑(教育部技職司，2003b；何雅玲，2004)。因此整

個「技專校院增減、調整所系科班及招生名額審查原則」開始朝比照高

教司審查標準的方向進行了大幅的修正。 

但為避免技專校院系所(科)及招生名額成長太快，且有鑒於技專校院

缺額率逐年提高，上述審查原則的規範似乎仍有欠缺周延之嫌，技職司

爰於 2005 年 3 月 29 日及 4 月 1 日分別在北區及南區召開「技專校院增減、

調整所系科班及招生名額審查原則公聽會」(教育部技職司，2004a)。 

 接著並彙整相關意見後，於 2005 年 4 月 11 日分別擬訂「技專校院增

減、調整所系科班及招生名額審查作業要點(草案)」及「技專校院申請調

整招生名額規定(草案)」(教育部技職司，2004a)，之後並上網公告且請

各校檢視，以期廣納各方修正意見。在各方意見正式彙整完畢後，教育

部技職司(2005a)乃於 2005 年 6 月 14 日臺技(二)字第 0940058323C 號令修

正發布該項法規，並將其名稱修正為「技專校院增減調整所系科班及招

生名額審查作業要點」，並沿用至今。 

另為避免各校調整學制後造成現有學制變動幅度過大(如二專迅速

萎縮、四技急遽膨脹)，對於學校調整不同學制招生名額部分，教育部技

職司(2005b)爰擬訂「95 學年度技專校院申請調整招生名額規定」，並於

2005 年 7 月 27 日正式於該司網頁公告。 

而我們由前述「總量管制」的政策發展沿革，可以發現雖然目前教

育部高教司與技職司分別發展出不同的總量管制法規，然而我們由立法

院要求高教司及技職司相關規定應以一致為原則、兩個法規皆以師資(含

生師比)及校舍建築面積作為主要審查基準、甚至於技職司最後也將法規

名稱修正為審查作業要點等現象觀之，我們可以發現兩者的總量管制審

查作業有漸趨一致的傾向存在，未來若能再適度進行業務整併或召開會

議決定共同的審查原則，則相信也比較不會再因審查標準不一致而引發

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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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育部辦理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業務之 

現況 

教育部辦理大專校院系所(科)及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業務，目前係依學

校性質不同而由教育部各單位分別主政，其業務分工情形及作業法規如

表 2-2-2 所示： 

表 2-2-2：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業務分工及作業法規一覽表 

教育部主

政單位 
學校性質 學校數 所佔比率 作業法規 

高教司 一般大學校院 57 35.19%

中教司 師範校院 9 5.56%

體育司 體育校院 3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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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職司 技專校院 93 57.41%
技專校院增減調整所

系科班及招生名額審

查作業要點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上述表 2-2-2 中的教育部主政單位主要是採用其簡稱。這是由於本

研究需經常提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等教育司」、「體育司」及「技

術與職業教育司」等四個總量管制業務單位，而為期簡化文字論述，除

「體育司」毋須再予簡稱外，其餘業務單位將依教育部慣用簡稱來進行

論述如下(教育部中教司，2004)： 

  (一)高等教育司：簡稱「高教司」。 

  (二)中等教育司：簡稱「中教司」。 

  (三)技術與職業教育司：簡稱「技職司」。 

本研究並參考曾騰光(2001)之分類方式，將教育部負責大專校院招生

名額總量管制業務的四個業務司當中，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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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的高教司、中教司及體

育司統稱為「高教體系」；依「技專校院增減調整所系科班及招生名額審

查作業要點」辦理的技職司則稱為「技職體系」。 

其中有關「高教體系」部分(含高教司、中教司、體育司)，雖然因

審查法規一致而導致其總量管制審查基準與核定方式大致相同，然而卻



 －68－ 

也因主政單位不同而導致其審查作業流程上略有差異。如「中教司」之

師範校院特殊項目系所案件雖併高教司作業流程一起審理(教育部高教

司，2004d)，然而該司另將事先召開內部審查會議，並將審查意見提供

高教司參處；至於師範校院非特殊項目系所案件及招生名額總量則由該

司自行召開會議依相同審查基準與類似作業程序核定之(教育部中教

司，2004)。至於「體育司」則基於資料正確性、審查標準一致性及節省

人力成本等因素考量，而自 95 學年度申請案起，將體育校院增調系所及

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案件納入高教司總量管制系統及審查作業中一併審

查，並依據審查結果函復體育校院(教育部體育司，2005)。 

而「高教體系(含高教司、中教司、體育司)」與「技職體系」(含技

職司)不僅在總量管制的審查作業法規上有所不同，這兩個體系更分別開

發出不同的網路作業系統，如高教體系即在高教司(2005b)的主導下委託

國立臺灣大學開發「大學校院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總量管制系

統」(http://140.112.161.66/coltea/login.asp)，技職體系則由技職司(2004a)委

託國立臺北科技大學開發「技專校院增調所系科班作業系統」

(http://www.ntut.edu.tw/~tlc/)。為期瞭解兩個體系在審查作業流程上的概

況，以下謹分別引述高教體系(以高教司為例)之標準作業流程如表 2-2-3

與圖 2-2-1，以及技職體系之標準作業流程如表 2-2-4 與圖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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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大學校院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業務標準作業要項表 

項目編號 高 1-01（代表高教司 1 科—第 01 案） 

項目名稱 大學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審核作業 

辦理時間 每年六月至翌年一月 

注意事項 

九十一學年度起採行總量發展方式審核，由各校依據現有教學資源

設定最大學生規模數，作為增設、調整系所班組規劃之依據。除博

士班、醫學類科、教育系所及公立大學請增經費員額案等四類特殊

項目尚須提報計畫專案審核外，學校得在可發展總量內自行調整、

增設系所及招生名額。 

有關法令 

(一)大學法第五條及施行細則第十八條。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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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方式 

(一)特殊項目（博士班、醫學類科、教育系所及公立大學請增經

負員額案等四類） 

1.學校提報計畫到部 

2.彙整各校申請案並依性質分類科 

3.聘請各類科召集人並召開專業審查第一次會議 

4.召集人推薦各案審查委員二至三位，寄送案件，進行專業

審查 

5.彙整各案審查意見並召開專業審查第二次會議 

(決定專業審查推薦等級) 

6.增設系所員額需求分配會前會(由人事處等相關單位組成) 

7.審查會議(由部內相關單位組成) 

8.核定各系所得納入總量規劃 

(二)招生總量之審核 

1.學校提報招生總量資料到部（含師資、校舍建築面積、學生

數及擬定增設系所規劃等資料） 

2.召開審核會議 

3.核定各校招生總量 

註：上述為「高教體系」之標準作業要項，並以「高教司」作為代表。 

資料來源：修正自教育部秘書室(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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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項目系所納入總量計

算，併提總量計畫送部

 

 

 

 

 

 

 

 

 

 

 

 

 

 

 

 

 

 

 

 

 

 

 

 

 

 

註：上述為「高教體系」之標準作業流程圖，並以「高教司」作為代表。 

圖 2-2-1：大學校院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業務之標準作業 

流程圖 

資料來源：教育部秘書室(2004) 

 

各校依審核基準所列「生師比」及「校舍建築面積」標準，

計算可發展總量規模並規劃系所班級及招生名額。 

前一年提報教學資源及學生數

等資料到部審核（六月上旬） 
增設特殊項目（博士班、醫學類

科、教育系所、公立大學請增經

費員額案）應於前二年提報專業

審查計畫（七月底） 

已超過可發展總量規模學校 在可發展總量規模內學校 本部僅進行增

設審核，毋須

再進行籌設階

段之審核。 1.現有系所及招生名額已超過可發展

總量規模或專任師資結構未符合設

立研究所標準之學校，得維持既有

之總量規模繼續辦理，並得在現有

總量內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

但學校仍應本於維持大學教學品質

之理念，儘速改善相關教學資源以

達標準。 
2.擬在現有總量外擴增系所及招生名

額之學校，應提出擴增或調整資源

計畫經本部核定後方可辦理。 

除特殊管制項目外

，學校得自行決定

增設、調整系所班

組及招生名額。 

本部核定特殊項

目系所班組(十
二月底)。 
核定之特殊系所

應納入總量，超

出者應自行調整

或撤銷。 

本部核定學校招生名額總量(七月底) 

大考中心根據本部核定之招生學系及名額編印簡章，並於九月上

旬發售大學招生簡章，俾利於前一年提供考生報考之規劃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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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技專校院增設、調整所系科班總量管制業務標準作業要項表 

資料來源：修正自教育部技職司(2004b) 

項目編號 技 2-06 

項目名稱 技專校院增設、調整所系科班總量管制審核作業 

相關單位 無 

辦理時間 每年 1 至 12 月 

注意事項 （一）各公私立技專校院申請增減、調整所系科班及招生名額，

分兩階段辦理。 

（二）各校於第一階段提出特殊管制項目申請（含新設研究所

碩、博士班），邀集學者專家召開會議進行專業審查，確認

各校學制。 

（三）第二階段係由各校依現況資源及預擬之各學制別，增減、

調整下學年度之招生名額報部核定。 

（四）博士班送學審會審查，碩士班之審查應先簽聘召集人，由

召集人依學校提報新設之系所名稱擬訂不同領域之審查委

員後，一系所至少送兩名審查委員專業審查。 

（五）核定各校第二階段增調所系科班相關用表，應先依當年度

相關規定、學校資料與部訂政策，概算出各校各學制名額，

於簽奉核可後函告學校。 

（六）應注意學校填報之各學制總數、每班人數、新設系科是否

核符學校特色。 

有關法令 （一）大學法第五條及其施行細則第十八條。 

（二）技專校院增減調整所系科班及招生名額審查作業要點。 

（三）95 學年度技專校院申請調整招生名額規定。 

辦理方式 （一）每年 8 月至 10 月，修正相關送審表件。 

（二）11 月至 12 月，函請學校提報第一階段申請計畫。 

（三）12 月至次年 2 月，核定第一階段博碩士班與管制項目，並

處理學校申覆問題。 

（四）次年 3 月，抽查技專校院了解校舍現況，及自「技專校院

校務基本資料庫」擷取各技專校院學生與教師相關資料，

並進行資料轉檔與建置工作。 

（五）次年 4 月至 5 月，辦理第二階段增調所系科班填表說明會

後，函請學校填報相關資料。 

（六）次年 6 月至 8 月，試算並核定各校下學年度招生總量名額。

（七）次年 9 月至 10 月，於處理第二階段學校申覆問題後循行政

程度簽奉核定後，函知各校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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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通過 

 

 

  

 

 

 

 

 

 

 

 

 

 

 

 

 

 

 

 

 

 

圖 2-2-2：技專校院增設、調整所系科班總量管制業務標準作業流程圖 

資料來源：教育部技職司(200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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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高教體系」與「技職體系」在增減調整系所及招生名額

總量管制審查作業上雖有所不同，然而兩體系的審查作業卻都包括了「增

減調整系所」(含特殊項目系所與非特殊項目系所)與「招生名額總量」等

兩個部分的審查，茲並分述如下： 

一、「增減調整系所」部分 

     高教體系將此部分的案件申請單位歸納為「系所班組」(教育部高教

司，2005a)，技職體系則將其歸納為「所系科班」(教育部技職司，2005a)，

而本研究為避免造成文字論述上的艱澀難懂，爰將前述學系、研究所、

科、組、班等五類單位簡稱為「系所」一詞，以便於本階段之論述。 

     有關系所之增減調整方式，其實可以明確分為「新增系所」、「系所

更名」、「系所合併」、「系所分組」、「分組獨立成立新系所」、「系所減併

或減班後成立新系所」等方式(教育部高教司，2005a；林俊彥，2001)。 

     而增減調整系所案件若以案件性質來區分，則可進一步分為「特殊

項目系所」及「非特殊項目系所」之增減調整系所案件： 

(一)增減調整「特殊項目系所」案件： 

      雖然高教體系和技職體系都有所謂增減調整「特殊項目系所」案

件，然而兩者對於「特殊項目系所」案件的類別定義與審查程序卻是有

所不同的，研究者謹將其整理如表 2-2-5 所示。 

而我們由表 2-2-5 中，可以進一步將兩體系之「特殊項目系所」案

件異同進行比較分析如下： 

1.相同點：皆將下列 3 種案件列為特殊項目： 

(1)博士班申請案。 

(2)涉及政府有關部門訂有人力培育總量管制機制之類科。 

(3)公立學校請增員額、經費案。 

2.相異點： 

(1)高教體系另將「設置師資培育之相關學系案」列為特殊項目。 

(2)技職體系另將下列案件別列為特殊項目： 

a.新設碩士班或在職專班。 

b.新成立或擬更名之系所科班名稱屬技專校院全國唯一者。 

c.公立學校任一學制之增設、停招與所系科停招。 

d.公立學校專科之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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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5：高教體系與技職體系增設調整「特殊項目系所」案件與其核定原

則對照表 

「高教體系」案件 「技職體系」案件 

1.博士班：博士班申請案，應經專業審

查及學審會常會審定。 

2.醫事類科：涉及政府相關部門訂有人

力培育總量管制機制之類科（醫學系

受衛生署醫事人力培育規劃限制），

其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調整招生名

額，以及其他涉及醫療之相關系所班

組(例如：醫學技術、護理、職能治

療、物理治療、呼吸治療、自然醫學、

口腔醫學等)之增設及調整，應另提

計畫申請，並經專案審定。 

3.師資培育相關學系：設置師資培育之

相關學系案，應經專業審查及師資培

育審議委員會審定。 

4.公立大學請增員額經費案：公立大學

需向政府請增員額、經費之系所班組

增設案，應以人力殷切者為優先，由

學校提報計畫，本部根據政府資源狀

況及社會需求審定。 

1.新設博士班。 

2.新設碩士班或在職專班。 

3.醫事類科：涉及政府相關部門訂有人

力培育總量管制機制類科(如受衛生

署醫事人力培育規劃限制之醫學、中

醫、牙醫、藥學、醫學技術、護理、

職能治療、物理治療、呼吸治療）及

經本部醫教會認定應管制之類科之

新設、增招與減招。 

4.系所名稱全國唯一者：新成立或擬更

名之系所科班名稱屬技專校院全國

唯一者。 

5.公立學校任一學制之增設、停招與所

系科停招。 

6.公立學校專科之減班。 

7.公立大學請增員額經費案：公立學校

增加員額、經費之所系科班增設，除

專案同意外，不另給經費員額。 

上述 1.至 4.所定特殊項目由教育

部召開專案會議或送請校外學者專家

二人以上審查，新設博士班提本部學

審會常會審定。 

5.至 7.所定特殊項目由本部專案

審理或召開會議審議後核定。 

資料來源：整理自教育部高教司(2005a)、教育部技職司(2005a) 

而表 2-2-5 中所提到的特殊項目系所案件之「專業審查」作業方式(含

專案會議及學者專家審查等)，乃是指由教育部於專家學者中推舉合適人

選擔任各「學門」召集人，並由召集人針對每件申請案推薦二至三位審

查委員進行評審，並分學門類別進行書面審查作業。但因類別眾多，在

此作業期間需約一個月，最後再由召集人彙整各審查委員的書面意見，

並將該專業審查結果分別歸納為「極力推薦」、「推薦」、「有條件推薦」、

「不推薦」等四個等級(何雅玲，2004；教育部高教司，2005c)。 

惟高等體系與技職體系在前述學門分類方式上是有所不同的，高教

體系將其分為人文類、藝術類、教育類、管理類、理學類、醫學類、社

會科學類、工學類(非資訊)、工學類(資訊類)等 9 類(教育部高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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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c)；而技職體系則將其分為資訊、技職教育、商業、幼保家政、藝

術設計、農業、餐飲、醫護、語文、工業、海事水產等 11 類(何雅玲，2004)。 

惟對多數「特殊項目」系所案件而言，前述「專業審查」其實只是

初審的過程，例如高教體系的博士班申請案及師資培育相關學系等案

件，最後都還是需要經過第二階段的複審才能正式通過。教育部也藉此

表達對於特殊項目系所案件嚴格管控的決心。 

 

 (二)增減調整「非特殊項目系所」案件： 

     對高教體系與技職體系而言，只要不屬於前述「特殊項目系所」案

件者，皆可視其為「非特殊項目系所」案件，而此種非特殊項目系所之

增減調整案，原則上多可在符合「可發展總量規模」(即生師比及校舍建

築面積兩者最小者)與其他審查基準(如系所設立年限、師資結構等)的前

提下自行調整(教育部高教司，2005a)，且同時以不再進行「專業審查」

為原則，以期簡化繁瑣的作業程序。 

     然而在上述整體規劃原則下，高教體系還是特別規劃了獨立研究所

及新興領域增設研究所仍需經「專業審查」通過才能設立之規定(教育部

高教司，2005a)。而有關獨立研究所之相關規定如下(教育部高教司，

2005d)： 

1.獨立研究所係指未有相同或性質相近學系之研究所，該所專任師資應

至少有 6 名助理教授以上且專長與該系領域相符之師資(含已聘及擬

聘，擬聘者未列出姓名及相關資料者不計）。 

2.跨系所設立之獨立研究所，如為日間碩士班，其專任師資數仍應至少

有 6 名助理教授以上且專長與該系領域相符之師資。另如為碩士在職

專班，專任師資數將由審查委員會依申請案之相關師資教學負擔、專

長、研究成果表現等整體考量。 

  
二、「招生名額總量」部分 

     目前高教體系與技職體系對於招生名額總量之核定，其實仍多少有

所差異。以下謹分別以「可發展總量規模之計算與權益」、「學校每年可

增學生數」、「現有總量規模內之調整」、「超過可發展總量或未符設所標

準之處理」等四個方面進行論述及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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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可發展總量規模之計算與權益 

       有關高教體系與技職體系之「可發展總量規模計算與權益」，謹整

理如表 2-2-6 所示： 

表 2-2-6： 高教體系與技職體系「可發展總量規模計算與權益」對照表 

高教體系 技職體系 

1.可發展總量規模之計算： 

(1)生師比及校舍建築面積應同時

達到所定師資及應有校舍建築

面積基準，始得於可發展總量範

圍內繼續增加系所班組及招生

名額。 

(2)可發展總量之計算方法為分別

計算生師比及實有校舍建築面

積之發展總當量，二者較小者即

為學校可發展總量規模。 

2.符合可發展總量規模之權益： 

本部將依學校提報之教學資源

及學生人數等資料核定各校可發展

總量，尚在可發展總量規模範圍內

之學校，除特殊項目外，均得自行

決定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調整招

生名額，增設碩士班、博士班及碩

士在職專班者，並應符合有關生師

比及師資結構之規定。 

1.可發展總量規模之計算： 

本部得先鉅觀考量整體人才培

育總量發展規模之增長做整體總量

之管制，據以審核各校總量發展，

並根據各校現有(提報當時)校舍建

築面積、師資計算可發展總量規模

及核定各校總量規模。 

2.符合可發展總量規模之權益： 

現有規模及申請招生年度規模

均未逾發展總量之學校：得增加招

生規模，並得於本部核定總量名額

後，依規定申請調整不同學制之招

生名額。 

 

資料來源：整理自教育部高教司(2005a)、教育部技職司(2005a) 

        由表 2-2-6 可知，就「可發展總量管模之計算」而言，目前高教

體系與技職體系皆是以「師資(含生師比)」與「校舍建築面積」來計

算出其可發展總量規模，可見此兩個體系雖然在實際計算細節上略有

不同，然而卻都是以「師資(含生師比)」與「校舍建築面積」等兩個

指標來作為主要計算依據。 

        至於在「符合可發展總量規模之權益」部分，高教體系允許學校

除了特殊項目外，均得自行決定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調整招生名

額；然而技職體系卻只同意其申請調整不同學制之招生名額，但卻不

能據以增減調整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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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校每年可增學生數 

       有關高教體系與技職體系之「學校每年可增學生數」，謹整理如表

2-2-7 所示： 

表 2-2-7： 高教體系與技職體系「學校每年可增學生數」對照表 
高教體系 技職體系 

※學校每年可增學生數 

可發展總量規模範圍內(即學校

生師比及校舍建築面積符合規定），各

校每年得增加之學生總數（不含自然

增班學生數），日間學制以 150 人為

限，日、夜間學制合計不得超過 250

人。但設立未滿五年之新設學校、新

核准成立之分校（分部）及規模未滿

5,000 人之學校，每年得增加之學生

總數（不含自然增班學生數），日間學

制以 300 人為限，日、夜間學制合計

不得超過 500 人。經本部專案核准

者，不在此限。 

※學校每年可增學生數 

1.在可發展總量規模範圍內，各校日

間學制合計每年增加學生總數以

150 人為限，日、夜間學制合計不得

超過 250 人（不及於進修專校與進

修學院）。 

2.新設或改制未滿五年之學校，或整

併、核准成立之分校(分部)，及學生

總數未逾 5,000 人之學校，如資源條

件充裕者，每年增加學生總數日間

學制以 300 人為限，日、夜間學制

合計不得超過 500 人(不及於進修專

校與進修學院)。 

3.前二目所定人數增加上限含個別學

制（研究所、四技、二技、大學部、

二專、五專、專科部等）及全校總

數。 

4.學校規劃增加研究所招生名額，專

任師資結構應達 44%以上。 

5.博、碩士班（含在職專班）招生名

額增加數，成長率不得超過 20%。 

6.學校日間部生師比在 25 以下、全校

生師比在 32 以下，且日間部研究所

碩士班(含在職專班)符合下列條件

者，每年日間部碩士生(含在職專班)

招生名額至多增加 30%(申請調整學

制部份不計)： 

(1)專任師資結構達 66%以上。 

(2)產學合作件數、已核准通過專利

件數、已完成技術移轉或授權件

數、參與公開展演場次，及接受

政府、民間機構專案委託進行之

研究計畫等合計總件數，最近 3

年每年平均達 15 件（場）以上。

資料來源：整理自教育部高教司(2005a)、教育部技職司(20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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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2-7 可知，有關高教體系與技職體系在「學校每年可增學生

數」之規範上，兩體系皆大致同意在可發展總量規模範圍內，各校日

間學制合計每年增加學生總數以 150 人為限，日、夜間學制合計不得超

過 250 人。且新設或改制未滿五年之學校、新核准成立之分校、及學生

總數未逾 5,000 人之學校，每年增加學生總數日間學制得提高到以 300

人為限，日、夜間學制合計不得超過 500 人。 

然而兩體系的差異，則在於高教體系保留了「經本部專案核准者，

不在此限」的彈性空間；技職體系則進一步針對專任師資結構、研究

生人數成長管控、績效表現等條件進行招生名額成長比率的限制。 

  (三)現有總量規模內之調整 

有關高教體系與技職體系在「現有總量規模內之調整」方式，謹

整理如表 2-2-8 所示：  

表 2-2-8： 高教體系與技職體系「現有總量規模內之調整」對照表 

高教體系 技職體系 

在現有總量規模內對原有系所班

組重新調整(含系所分組、分組獨立成

立新系所、系所減併或減班後成立新

系所、調整各系所招生名額等），調整

後之學生總量不得超過現有總量規

模，且學生數之調整應依碩、博士班

學生加權方式計算，不同類別之系所

班組調整，校舍建築面積亦應符合校

舍建築面積之標準。 

現有規模及申請招生年度規模均

未逾發展總量之學校，得於本部核定

總量名額後，依下列原則調整招生名

額： 

(1)調整之學制、所、系、科、班（組）

應以原有學制、所、系、科、班（組）

二分之ㄧ為限，僅餘單班者不受此

限。 

(2)調整總名額（增量），日間學制以

150 人為上限，日、夜間學制合計不

得超過 250 人。 

(3)評鑑成績全數一等之學校，不受（1）

及(2)之限制。 

資料來源：整理自教育部高教司(2005a)、教育部技職司(2005a) 

由表 2-2-8 可知，對「現有總量規模內之調整」方式而言，高教體

系同意各校對原有系所班組重新調整(含系所分組、分組獨立成立新系

所、系所減併或減班後成立新系所等)，也包括調整各系所招生名額。

然而技職體系則不同意各校據此調整系所，而只同意各校針對招生名

額部分進行調整，此外，技職體系更針對各種學制之間的招生名額調

整、以及調整總名額(增量)訂出上限，並以僅餘單班及評鑑成績全數一

等之學校不受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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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超過可發展總量或未符設所標準之處理 

有關高教體系與技職體系「超過可發展總量或未符設所標準之處

理」，謹整理如表 2-2-9 所示： 

表 2-2-9： 高教體系與技職體系「超過可發展總量或未符設所標準之處理」對照表 

高教體系 技職體系 

現有系所及招生名額已超過可發展總

量規模或專任師資結構未符合設立研

究所標準之學校：得維持既有之總量

規模繼續辦理，並得在現有學生總量

內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但至遲

應於 95 年 6 月以前改善相關教學資源

以達標準，逾期仍未達標準者，應予

減招或停招。 

1.現有規模已逾發展總量之學校：不得

增加招生規模，並應提出資源改善計

畫；若未提計畫，或所提計畫經認定

不可行，本部得縮減其招生規模。但

因自然減班，招生當年現有規模未逾

總量者，不受前開限制。 

2.現有規模未逾發展總量，但申請招生

年度規模已逾發展總量之學校：依其

申請與現有資源（師資、校舍建築面

積）核算增調後招生規模是否逾量，

核算有逾量之學校得提出資源改善

計畫，計畫如具體明確經本部認定可

於期限達成者，得採計部分列入資源

現況計算；若未提計畫或所提計畫經

認定不可行，本部得縮減其招生規

模。 

資料來源：整理自教育部高教司(2005a)、教育部技職司(2005a) 

       由表 2-2-9 可知，高教體系除要求招生名額已超過可發展總量規模

者應予改善外，其同時更要求「專任師資結構未符合設立研究所標準

之學校」也應加以改善。此外，其並限定在 95 年 6 月以前，這些學校

仍得在現有學生總量內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逾期仍未達標準

者，則應予減招或停招。 

       至於技職體系則分別就「現有規模已逾發展總量之學校」與「申

請招生年度規模已逾發展總量之學校」進行規範，但不論及其是否「專

任師資結構符合設立研究所標準」。且技職體系並未提出具體期限來要

求這些學校改善，而是要求學校必須提出資源改善計畫，如未提計畫，

或所提計畫經認定為不可行，才縮減其招生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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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全國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發展現況及其影響 

研究者首先將以「總量管制」政策推動以後所訂定的大專校院招生

名額總量管制審查基準來探討其總量成長空間；其次則論述該政策自 91

學年度施行以來的全國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發展現況及其影響。 

 一、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審查基準及其總量成長空間 

      教育部自 91 學年度起採用「總量管制」的概念辦理大專校院招生名

額之審核業務，然而無論是高教體系所依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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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技職體系依據的

「技專校院增減、調整所系科班及招生名額審查作業要點」，兩體系皆可

大致歸納出「全校生師比不得超過 32」、「日間部生師比不得超過 25」及

「應達到校舍建築面積基準」等 3 個主要審查基準(或稱標準參照指標)

作為各校能否擴增招生名額總量之條件；並另訂學校每年可增學生數或

比率上限。以下並據以分別論述其最大總量成長空間如下： 

 (一)以「生師比」及「校舍建築面積」探討總量成長空間 

      研究者深入瞭解後發現，上述「全校生師比」、「日間部生師比」

及「校舍建築面積」等審查基準其實並無法有效管制全國大專校院招

生名額總量。因為就以「生師比」觀之，教師是隨時在增加中的，例

如行政院核定國立大專校院未來 5 年(95年度至99年)教師員額每年得

以 2%作為成長上限(行政院，2004)、國立大專校院編制內職員遇缺不

補改聘專任教師之趨勢、私立大專校院只要經費充裕即可聘請教師等

政策與趨勢中可看出教師仍可持續增加；甚至於教育部統計處(2006a)

統計數據亦顯示，91 至 94 學年度期間，專任教師由 43,301 人增加到

47,317 人，兼任教師由 31,760 人增加到 41,601 人。我們不難想見在「生

師比」的計算下，招生名額總量勢將因此而有著持續成長的空間；換

言之，就「生師比」而言，除非各校不再增聘教師或生師比標準變得

嚴格，否則其招生名額總量的成長空間是不會有上限的。 

       其次就以「校舍建築面積」觀之，雖然目前教育部統計處(2004b)

只能提供 93 年 2 月底的大專院校校地校舍面積統計資料，故尚無法進

行歷年校舍面積成長情形的比較。然而我們由目前全國各大專校院皆

致力於校舍建築之興建，且每一年都有新建築陸續完工的發展趨勢

下，我們仍可預期未來校舍建築面積是會持續擴增的，而此也將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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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名額的總量成長空間不斷地持續增加。換言之，除非各校停止興

建校舍或校舍建築面積的標準變得嚴格，否則其招生名額總量的成長

空間仍舊是不會有上限的。 

       綜上所述，就以「生師比」及「校舍建築面積」等兩項審查基準(或

指標)來管制招生名額總量時，除非各校不再增聘教師、停止興建校舍、

或者要求兩項指標之標準改得更嚴格一些，否則我國大專校院招生名

額總量恐怕是不會有成長上限的。換言之，我們可能將會逐漸實現一

個人人皆可唸大學的願景，而這中間是否應有些配套措施(例如如何避

免入學新生素質不佳、或特定領域畢業生供過於求造成失業率增加

等)，都是值得我們有遠見的政府所可以深思的。 

  (二)以「學校每年可增學生數或比例上限」探討總量成長空間 

       然而在前述大專校院招生名額勢將不斷成長的管控趨勢下，為避

免其擴張速度過快，高教體系與技職體系爰皆於其審查作業要點中訂

有「學校每年可增學生數」之限制，甚至技職體系更進一步訂定「研

究生成長比例上限」，以作為限制大專校院學生擴張過快的一種方式。 

惟技職體系另外訂定的「研究生成長比例上限」，雖然是比高教體

系更為嚴謹的一項規定，然而就全國大專校院學生人數的管控而言，

效果仍是相當有限的。例如技職體系規範了「學校規劃增加研究所招

生名額，專任師資結構應達百分之四十四以上」、「博、碩士班(含在職

專班)招生名額增加數，成長率不得超過百分之二十」及「特殊條件下

日間部碩士生(含在職專班)招生名額得增加至百分之三十」等 3 個研究

生成長比例上限之規定，雖然能夠大致管控研究生成長比例上限，然

而學校即使未能達到增加研究所學生的條件，其仍可不斷增加大學部

的招生名額，更遑論達到可增加研究生條件的學校；換言之，前述規

定仍只能就「增加」的角度來進行總量成長空間的控管。 

       而雖然高教體系與技職體系在前述「研究生成長比例上限」有所

不同，然而其在「學校每年可增學生數」的限制規定上卻是大致相同的，

因此以下僅引述高教體系之規定如下：「各校每年得增加之學生總數（不

含自然增班學生數），日間學制以一百五十人為限，日、夜間學制合計

不得超過二百五十人。但設立未滿五年之新設學校、新核准成立之分校

（分部）及規模未滿五千人之學校，每年得增加之學生總數（不含自然

增班學生數），日間學制以三百人為限，日、夜間學制合計不得超過五

百人。」(教育部高教司，20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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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規定可知，在姑且不論「自然增班學生數」、「新設未滿五

年之新設學校、新核准成立之分校(分部)、規模未滿五千人之學校」的

前提下，再以 94 學年度大專校院已有 168 校觀之，若以每校增加日、

夜間學制合計 250 人進行保守估計，則自 94 學年度起每年大專校院學

生人數的總量成長空間將大約是 168 x 250 = 42,000 人。雖然實際學生人

數的成長可能還受到不少相關因素的影響，例如各校教師數及校舍面

積等資源之不同、各校招收夜間部學生的意願不一、自然增班、新設

未滿五年或學校規模未滿五千人等，然而這樣一個大約 42,000 人的每

年總量成長空間是否妥適？實有待進一步的討論。尤其我們由 2005 年

我國總出生人口數只有 205,854 人觀之(內政部，2006)，前述約 42,000

人的每年總量成長空間似乎有過高之嫌。 

 二、全國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發展現況與影響 

      我國自 1980 年代以來，隨著政府逐步放寬對大專校院發展的種種限

制，賦予學校更大的自主性，這使得新設大專校院的數量逐年增加，各

校校務發展也開始展現出蓬勃、多元的風貌(秦夢群，2005)。教育鬆綁、

去集中化的教改理念，使過去「由上而下」的決策模式逐漸轉型為「由

下而上」(湯志民，2002)。而自 91 學年度起正式實施的大專校院招生名

額「總量管制」政策，更是一項希望增進行政效率、同時促進大學自主

和開放的重大變革(黃政傑，2001)。 

      然而前面我們也談過「總量管制」審查基準(生師比及校舍建築面

積)與「學校每年可增學生數」，在邏輯思維上似乎存在著一種對於全國

招生名額總量管控上的無力感，因為這個制度似乎只能管控各校招生名

額的增加上限，卻不容易要求各校減少招生名額。因此現行總量管制制

度究竟會對全國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產生哪些具體的影響，爰為研究

者接下來希望進一步探討的部分。而鑒於教育部統計處(2006a)資料中，

並無法計算出「日間部生師比」的數據來，因此研究者將僅就「全校生

師比不得超過 32」的指標標準合理性進行探討。研究者依據 91 至 94 學

年度專、兼任教師數與各類學生人數統計資料，分別計算出其「全校生

師比」，詳如表 2-2-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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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0：91 至 94 學年度專、兼任教師及各類學生人數統計與「全校生

師比」推估對照表 

  
91 

學年度

92 

學年度

93 

學年度

94 

學年度 

近 4 年平均

擴增數 

專任教師數(不含助教)   43,301 44,802 46,176 47,317 1,004 
1/3 專任教師數 14,434 14,934 15,392 15772 335 

兼任教師數 31,760 35,506 40,548 41,601 2,460 
兼任教師折抵專任數    7,940 8,877 10,137 10400 615 

博士班學生數 18,705 21,658 24,409 27,531 2,207 
碩士班學生數  103,425 121,909 135,992 149,493 11,517 
學士班學生數  770,915 837,602 894,528 938,648 41,933 
專科學生數  347,247 289,025 230,938 180,886 -41,590 
全校生師比(推估值) 26.9536 26.7410 26.1161 26.0082 -0.2363

註 1：有關「全校生師比」(推估值)之學生及教師人數計算，依現行規定計列

如下：(1)在學生部分，大學部及專科部係以 1 倍計算，碩士班以 2 倍計

算、博士班以 3 倍計算。(2)在教師部分，兼任教師以 4 名折算 1 名專任

計，但以兼任計列之教師折算數不得超過實際專任教師數的 1/3，超過

者不計；另專任教師則核實計列。 

註 2：目前雖有「兼任教師折算數不得超過實際專任教師數的 1/3」規定，惟

由上表可知，91 至 94 學年度的兼任教師折算專任數皆未超過 1/3 規定。

因此有關本表「全校生師比(推估值)」之公式將不考慮該項規定而直接

計列如下： 

      全校生師比 = [ (博士班學生數 x 3) + (碩士班學生數 x 2) + 大學部學生數 

+ 專科部學生數 ] / [專任教師數 + (兼任教師數/4)]  

註 3：「近 4 年平均擴增數」= (94 學年度統計數據 － 91 學年度統計數據) / 4    

資料來源：整理自教育部統計處(2006a) 

而由表 2-2-10 中，我們可以歸納出教育部自 91 學年度起推行「總量

管制」政策至 94 學年度的這四年裡，大致產生了下列三個現象： 

 (一)大專校院教師人數持續地增加：「專任教師數」平均每年增加 1,004

人，「兼任教師數」平均每年增加 2,460 人。且近 4 年以兼任教師數

4 名折抵 1 名專任教師計算，皆未超過專任教師數的 1/3。 

 (二)大專校院學生人數整體而言急遽增加，但專科部人數急遽減少：「博

士班學生數」平均每年增加 2,207 人，「碩士班學生數」平均每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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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11,517 人，「學士班學生數」平均每年增加 41,933 人；然而「專科

學生數」則平均每年遞減 41,590 人。由上述資料，我們可以判斷絕

大多數大專校院已逐漸棄守「專科」學生，並改招「學士班」學生。

且整體而言學生人數是持續增加的，尤其是學士班及碩、博士班學

生。 

(三)教師及學生人數持續增加，但全校生師比不升反降，顯然失去管制

功能：原先「全校生師比」的提出，主要便在於維持高等教育的品

質(如減少教師教學負擔、提高學生受教品質等)，以避免學生人數

擴增太快產生質量失衡。然而在大專校院學生每年平均增加 14,067

人(加權總量為 29,998)的同時，「全校生師比」不僅不會逐漸升高並

逼近 32 的上限值，反而還每年平均下降 0.2363。換言之，在大專校

院招生名額擴增的同時，「全校生師比」是完全無法管控住全國大專

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的成長趨勢的。 

        其次，若以 91 學年度「全校生師比」為 26.9536、且專兼任教師

核算數為 43,301+7,940=51,241 觀之，在姑且不論教師人數還會持續增

加的前提下，以當時訂出「全校生師比」為 32 的上限值觀之，我們

由 X / 51,241= (32-26.9536) 的公式，可以推算出其當時即可允許

258,583 (即 X 值)的擴增總量，亦即各校預計可以持續擴增至將近 26

萬名的大學部招生總量；換言之，若以 91 學年度在學的大學部學生

為 770,915 人觀之，則表示全國大專校院的大學部招生總量最高可以

達到總計 1,029,498 人。 

而再以前述全國大專校院招生名額可能達到最高總量 1,029,498

人，來除以大學 4 年計算，則表示其全國大學部一年級新生招生名額

總量最高將可達 257,375 人；對照我國 2005 年出生人口數只有 205,854
人(內政部，2006)，顯然屆時的大專校院錄取率最高將可能達到

125.03%，亦即我國人民只要一出生，就有權利享受大學教育，也將

形成大學義務教育化、或稱大學高中化的現象；且可能有大學將會面

臨招收不到學生的問題。此外，若我們再以教師人數每年仍平均增加

數千人的狀態觀之，招生名額總量恐怕還會再有持續成長的空間，可

見「全校生師比應達到 32」的限制，幾乎是不具有管制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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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經由上述「總量管制」審查基準與現況的探討後，可以發現

總量管制雖有助於促進大專校院在系所調整與招生方面的自主發展，但

卻也不免將面臨幾個問題與挑戰： 

  (一)總量管制「只能讓招生名額增加卻不能讓它減少」的問題： 

有關總量管制「只能讓招生名額增加卻不能讓它減少」的問題，是

因為總量管制係以「生師比」、「校舍建築面積」等兩項審查基準(或稱

指標)，以及「學校每年可增學生數」來進行招生名額成長總量的管控；

但我們由歷年的統計數據中即可發現，教師和校舍建築面積其實都是逐

年增加的，因此雖然有「學校每年可增學生數」可以稍微減緩招生名額

的成長幅度，然而整體而言，招生名額仍是會持續增加的。尤其我們並

不知道最後的招生名額總量應該是多少才是最適當的。 

  (二)總量管制存在「參考指標不足」的問題： 

關於總量管制存在著「參考指標不足」的問題，是因為生師比及校

舍建築面積都只能維持學校的基本教學品質，但是學校所提供的系所與

招生名額總量是否與學生性向或就業市場需求相符，則顯然不是前述生

師比及校舍建築面積所能解決。尤其在我國近年來少子化的趨勢下，學

校如果已不具備招生的競爭力，則其所勉強招收進來的學生，恐怕在基

本的學習資質方面也會相當令人擔憂。因而如何使總量管制指標的發展

更為多元而健全，乃是相當重要的議題。 

  (三)總量管制「只能讓大學自主，卻不能讓大學自律」的問題： 

有關總量管制「只能讓大學自主，卻不能讓大學自律」的問題，是

由於目前的大專校院即使增設不合時宜的學系、招生缺額過多、系所師

資結構不佳、招收學生過量、教學品質不彰、招收素質極差的學生…等，

在現行總量管制法規中，並無較為有效的懲處規定。純粹依賴市場機

制，顯然不一定能解決上述問題。畢竟招收高素質或低素質的學生，所

收到的學雜費都是一樣的價格，而這同樣能解決大專校院的經費問題，

因此如何讓大學能夠自律，可能還是需要一些配套措施來加以落實。而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更在所發表的「2003 年教育政策分析」(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2003)一書中指出，過度增加大學經營上的自主，將伴隨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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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個由國家高教品質機構所建立的高度品質管控系統，而這將使大學

內部自我管控的高教責任，轉變為來自品質評估機構與基金會的外部同

儕評鑑(OECD, 2003)。 

而除了上述「總量管制」審查基準與現況所面臨的問題以外，我們

由一些國外文獻中也可以發現，雖然大專校院學生數的持續擴增，幾乎

是目前國際上的發展潮流與趨勢，例如美國康乃迪克州(Connecticut)在
2002 年秋天發表的大專校院招生報告中，即指出其 1997 年至 2002 年期

間，整體招生的成長率為 10%，然而全時大學生的成長率則更快速地擴

增到 24%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State of Connecticut, 2003)，顯

然在美國的報告中已感覺這種學生數的成長率已相當高；然而我國在同

一段期間的大學生人數，則是由 373,702 人增加至 770,915 人(教育部統

計處，2006b)，成長率高達 48.48%，幾乎是美國的兩倍以上。這個數據

恐怕也會讓美國人更為驚嘆。 

然而不僅大專校院學生不斷增加、94 學年度大學考試分發入學錄取

率達 89.08％(中時電子報，2005)，我國此刻正面臨「少子化」的趨勢

發生，以近六年為例，我國 2000 年的出生人口數為 305,312 人，然而到

2005 年卻只有 205,854 人(內政部，2006) ，六年間足足少了 94,458 人，

這個數據實無法令人輕忽。尤其教育部統計處(2005a)也在「93 學年度大

專校院新生註冊率概況統計分析」報告中指出 93 學年度大專校院缺額數

為 6 萬 471 人、總缺額率達 15.94%，因此如果我們的大專校院「總量管

制」制度無法有效發揮人數與品質管控的功能，則未來將可能導致大學

生素質低落、文憑貶值、同樣薪水的工作卻需碩士學歷才能求得…等問

題產生。現行總量管制制度所秉持的大學自主精神，確實帶來了不少自

由市場競爭下的豐碩成果，然而大學是否已形成自律的態度與能力，則

我們其實還有待評估。尤其大學本身容易著眼於自我發展的理想與利

益，例如發展綜合性大學幾乎為各單科學院積極努力的目標，以致於是

否發展社會需要的系所及提供該類招生名額，這類的決策參考資訊目前

其實是相當不足的。因此決策者如何有效掌控適當的決策資訊，以訂定

更合理的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此爰為後續應該積極努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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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將藉由心智圖法及 Mind Manager 思維管理軟體，來初步歸納整理

出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與指標之相關文獻，惟為期使前述

文獻歸納結果及架構編排能夠為更多人所認同、減省文字的贅述、提高文

獻內容的效度、並強化驗證性因素分析之文獻佐證基礎，有關本節的文獻

論述架構，將以專家效度施測後所定案的預期效益(含構面)與指標作為主

要論述基礎。 

  而其中由於心智圖法及 Mind Manager 思維管理軟體乃是本節整理相關

文獻的主要方法與工具，研究者爰先針對其理論基礎說明如下： 

「心智圖法(Mind Mapping)」乃是 Tony Buzan 在 1960 年代所發明，其

為一套發揮大腦「放射性」思考功能的有效學習方法(顏秀雯，2005)。心

智圖的運用建構在大腦的「結構性擴散思考模式」，其並藉由放射性思考

(Radiant Thinking)的方法，加速資料的累積量，同時將資料依彼此間的關聯

性分層分類管理，使資料的儲存、管理及應用因為更系統化而增加大腦運

作的效率(孫易新心智圖法 Mind Mapping 教育訓練機構，2003)。 

心智圖法已為教育家和企業界人士所接受，因為心智圖法是一種心像

及視覺思考，比傳統的線性思考方式更能激起創意的點子；同時心智圖法

也能夠提昇有效提昇聯想力、注意力和記憶力(錢秀梅，2002)。 

目前全世界也有很多國家的人已開始使用心智圖法的學習方法，而這

幾年來其相關書籍也陸續出版，例如「學習革命(The Learning Revolution)」、

「學習地圖(Accelerated Learning for the 21st Centurys)」、「學習如何學習

(Learning to Learn）」：「多元智慧的教與學(Teaching ＆ Learning through 

Multiple Intelligences)」；「怎樣擁有達文西的七種天才(7Brains，How to Thing 

like Leonardo da Vinci)」等相關書籍中，皆分別提到心智繪圖法是一套有效

學習的工具，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有所幫助(陳盈達，2004)。 

而能夠有效應用心智圖法的電腦軟體，正是 MindManager 思維管理軟

體。MindManager 是一個用來管理創意和資訊的高效率工具。 它可以用來

提昇會議效率、提高專案成功率及加速決策過程，因而將工作成果提高到

極致(好搜尋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2005)。而研究者即採用「Mind 

Manager X5 pro」版本，來進行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與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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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文獻分析，以期在結構性的擴散思考模式下，有效彙整學者專家的

看法並激盪出新的創意。 

以下將分別針對「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與「大專校

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指標」之相關文獻進行探討如下：    

一、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益之探討 

何謂「總量管制」？目前各領域的定義與英文譯詞並不盡相同，例如

王進明(1999)即在「空氣污染總量管制下產業調整策略─以高雄地區石化

工業為例」研究中，認為總量管制(total emission control)係利用大自然涵容

能力，使業者有較大的彈性空間，選擇較經濟且有利於環境品質的污染改

善措施。總量管制制度，乃是以地區污染總量的管制，來取代以單一污染

源的管制。內容包涵：中央得依地形、氣象條件，將空氣污染物可能互相

流通的直轄市、縣(市)指定為總量管制區。 

林亮君(2004)則在「不確定環境下的河川總量管制策略」研究中，認

為總量管制(allocation)的進行，係希望能由環境負荷面著手，藉以保護某種

特定資源，以避免生態或自然資源的破壞與耗竭。而總量管制模式是以數

學模式架構為基礎包含水質模擬模式所組成的多目標最佳化模式。主要目

的在於估算水體品質達到令人滿意的情形下河川可容許最大點源及非點

源污染負荷量。 

謝毓玲(2000)在「在總量管制下工業區污水處理廠之擴充策略」研究

中，則主張所謂總量管制(Total Mass Control, TMC)就是在某一特定水域

中，控制排入所有污染物的總量，使其不超過該水域的水體涵容能力，以

維持該水體中生物基本的生存條件。並進行個別工廠、事業單位污染負荷

量的管制。 

徐偉鈞(2001)則於「由環境及設施容受力探討山坡地總量管制之研究---

以台北縣汐止市為例」研究中指出，為了考量自然環境系統本身即設施最

適量的容受力，該研究乃嘗試採用總量管制(total mass control)的方法，在落

實環境容受力的考量下決定設施的最適量，以從事山坡地開發的作業。而

在考量各項自然、社會及經濟等因子的容受力後，人類的總體行為必須在

環境系統的容受力下進行，整個開發環境才得以永續發展；反之，若超出

環境的容受力範圍，將造成整個系統的危害…，因此必須對活動產生的總

影響加以管制，此即為總量管制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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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俊鴻(2001)在「空品區總量管制之硫氧化物許可排放量分析」研究

中，則引用環保署的說法，指出總量管制(total-mass-based control)制度係指

在一定區域範圍內，為了使空氣品質符合空氣品質標準，對於該區域不符

合標準的空氣污染物，進行總容許排放量的限制措施。而 Goldenberg 指出

大多許可制度皆採最小成本原則來訂定總量目標(引自鄭俊鴻，2001)，

Dales, J. H.更認為制度運作方式，應是先由行政管制層面決定一理想的環境

品質標準；其次再決定為達成該環境品質目標標準下研擬容許排放總量

(引自鄭俊鴻，2001)。 

然而「總量管制」一詞，在教育領域的解釋上，我們則可看到林俊彥

(2001：10)在「技專校院增調所系科班作業改進方案專案研究」中的主張：

總量管制其實就是一種成長管理策略，係指在指定時期與一定空間範圍

內，綜合經濟、技術、社會等條件，對某領域的成長總量制訂最大的容許

量並進行管制，該領域的各部門必須在此最大容許總量的限制下，重新檢

討各部門的成長分配比例。而這個定義也頗能解釋現行總量管制制度之精

神所在。 

只不過上述林俊彥(2001)的定義中，將總量管制限定在「成長總量與

比例」的管控上，雖然這個定義符合制度現況，但只談「增加」而不談「減

少」，似乎也較難呈現出總量管制進行宏觀調配的意旨。但該定義中我們

仍可抽離出兩個主要的概念，一為所謂「最大容許總量」的概念，一為「各

部門的成長分配比例」的概念。前者意味著「全國性觀點的宏觀調控」，

後者則意味著「個別組織或單位觀點的比較與分配」。其次前述定義所提

及的「經濟、技術、社會等條件」，似乎也意味著進行宏觀調控與比較分

配所參考的「關鍵資訊」。 

綜上所述，研究者在參考各學者的定義後，爰決定將「總量管制」一

詞定義如下：總量管制係指依據政策目標的需要，首先藉由全國性觀點之

關鍵資訊考量，來決定特定範圍事物之全國總量應予增加、維持或減少；

其次並進一步依個別組織或單位觀點的關鍵資訊相互比較，以找出較適合

增加或減少數量之組織單位，並進行資源合理分配的一套總量調控機制。 

此外，由上述學者們對於「總量管制」一詞的英譯名稱，我們可以發

現其可謂眾說紛紜，除了前面已提到的 total emission control、allocation、total 

mass control、total-mass-based control 等名稱外，林俊彥(2001)更在深入研究

後發現，舉凡 total load control、total quantity control、growth control quo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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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harge management 等，也都可視為總量管制的同義詞。然而教育部(2005)

編印之「雙語教育詞彙」中，則將「總量管制」一詞譯為「total amount 

control」，鑒於官方文獻較具有公信力，故本研究也將採用「total amount 

control」來作為其英譯名稱。 

至於「預期效益(expected effiectiveness)」一詞，依「重編國語辭典修

訂本」的解釋，「預期」一詞係指「事前的期望」；「效益」一詞則指「效

果與利益」(教育部國語推行委員會，1998)。惟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

制本身是屬於一種政府公共政策的性質，其自然與私人企業追求「利益」

有所不同，因此對於「預期效益」一詞的解釋，本研究爰定義為「預期效

益乃是指事前對某決策作為之效果與助益的期望」。 

    「預期效益」的應用，目前亦可謂相當廣泛。例如陳鴻文(2004)即於

「國內有線電視新聞流程數位化與預期效益關係探討—以東森有線電視

臺為例」論文中，藉由文獻探討分析「國內外電視新聞數位化之發展及效

益」後，發展出其研究所欲探討的「電視新聞數位化之預期效益目標」，

並作為國內有線電視新聞流程數位化與預期效益關係之論述依據。又例如

長庚大學(2003)則在其「91 年提昇大學競爭力重點發展計畫成果報告」中，

針對各項子計畫具體提出其「預期效益與評估指標」。如「護理教育國際

化」子計畫中，即明列「增進國際學術研究交流」、「加強國際化的學習環

境」、「提高教學、研究之國際水準」等三個預期效益的評估指標群。 

至於「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一詞，由於研究者希望

能以中央主管教育行政機關的宏觀調配觀點進行論述，研究者爰將其定義

如下：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是指中央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對

各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進行適度管控時，應事先考量之預期效果與助

益。 

然而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究竟應該達到哪些預期效益呢？目

前各界並未針對這個議題提出具體而明確的說法。研究者爰嘗試依心智圖

法的原理採用 Mind Manager 思維管理軟體來將學者專家們對於大專校院招

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之相關意見，初步分類整理成一個具有邏輯思維

脈絡的基礎理論架構。 

其中當研究者初步開始使用 Mind Manager 思維管理軟體彙整大專校院

招生名額總量管制之預期效益時，發現黃政傑(2001：18)的意見實可謂相當

精闢，其認為「以往我國採取計畫經濟的理念進行教育規劃，先行推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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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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業提供的工作誘因是人力市場競爭的重要因素，影響到個人的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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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育所反映的不只是國家社會及產業的需求，它也要反映學生

的需求，更要顧及大學自身的理想」。上述意見中，我們乃可歸納出 3 個大

專校院招生名額管制的主要考量因素，分別是「國家社會的需求」、「學生

的需求(包含個人的興趣及學習權)」與「業界的人力需求」等。 

首先在「國家社會的需求」部分，我們可以發現有鑒於全球化的世界

競爭趨勢與我國拓展國際外交空間之需求，提昇大專校院競爭力似乎乃是

我國應該積極發展的一項目標。尤其在我國目前招生名額總量急遽增加的

發展趨勢下，學生素質是否能加以提昇或維持等，這也是國人相當關切的

一個議題。例如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研究小組(2004)進行「高等教

育品質民意調查」後發現：有 59.3%的民眾認為 93 學年度達八成七的大學

校院錄取率確實偏高， 75.5%的民眾同意「我國大學教育品質持續低落」

的說法。因此雖然國家社會的需求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概念，然而基於全球

化競爭與避免高教質量發展失衡等理由，本研究爰將「大專校院競爭力之

維持與提昇」作為預期效益的思維構面之一。 

其次「學生的需求(包含個人的興趣及學習權)」方面，則也是學者們

普遍用來抨擊就業導向的大學招生名額管控的一大理由與訴求。因為學生

的學習權並不是單純用就業就能加以衡量、打壓的。然而就業市場的人力

需求與學生的需求其實並不是絕對互斥的理由，因為在兼顧兩者發展的前

提下，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就業市場沒有人力需求，且學生亦對其沒有需求

的系所，若沒有其他重要考量因素，則其似乎才是不應該再繼續擴增招生

名額的。因此研究者爰以「符合學生性向與需求」作為預期效益的思維構

面之一。 

此外，雖然前述意見中似乎不贊成以「業界的人力需求」作為核定大

學招生人數之依據，然而研究者卻認為「業界的人力需求」只是不能作為

核定大專校院招生的「唯一」依據，但卻仍可作為具一定比例權重的考量

因素，因為教育畢竟是一種投資，如果學生花錢學習後卻仍無法順利就

業，此無疑對學生是一種雙重剝削與傷害。惟「業界」一詞畢竟聽起來比

較商業化，對於軍公教人員就業而言似乎並不適用，因此研究者爰以「符

合就業市場人力與專業需求」作為預期效益的思維構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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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前所述，本研究在專家效度施測前，謹初步將學者專家們對大專校

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之相關意見，依「大專校院競爭力之維持與

提昇」、「符合學生性向與需求」、「符合就業市場人力與專業需求」等 3 個

構面進行思維管理，並進而整理如圖 2-3-1 所示： 

 

 

 

 

 

 

 

 

 

 

 

 

 

 

 

 

 

如圖 2-3-1 所示，研究者已初步將學者專家們對於大專校院招生名額

總量管制預期效益之相關意見整理成 3 個構面 16 個預期效益，並在初步提

論文計畫口試階段詳述其文獻來源。然而為避免前述 Mind Manager 思維管

理軟體所整理出來的理論架構過於主觀，並期使文獻歸納結果及架構編排

能夠為更多人所認同、減省文字的贅述、提高文獻內容的效度、並強化驗

證性因素分析之文獻佐證基礎，研究者爰進一步藉由專家效度的施測來進

行修正(詳見後續第三章第二節)，結果有 2 個預期效益依專家效度委員的

意見併入其他預期效益中(如 12、13 合併，3併入 4等)，其餘預期效益則

進行適度的文字修正及順序調整，且參考部分專家效度委員意見後將構面

圖 2-3-1：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之思維管理架構圖(專家效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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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3 個區分為 4 個(新增「保障大專校院教學品質」構面)，詳如圖 2-3-2

所示。 

 

 

 

 

 

 

 

 

 

 

 

 

 

 

 

 

 

 

圖 2-3-2：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之思維管理架構圖(專家效度後) 

而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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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點中，即開宗明義的指出其宗旨為「配合國家整體建設及學

校發展，落實大學自主理念並維持大學教學品質」(教育部高教司，2005a)。

可見該要點所訂定的生師比、師資結構、校舍建築面積等審查基準，可以

說都是為了維持大學教學品質而設計的。由此可見將與前述 3 個審查基準

意旨相符的預期效益歸納在新增的「保障大專校院教學品質」構面中，其

實是能夠獲得理論所支持的。以下並依圖 2-3-2 的思維管理架構整理其文

獻來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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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障大專校院教學品質」構面   

謝文全(1997)認為學校的中心工作在「教學」，但教學的實施有賴「教

育人員及學生的參與」與「經費設備的支援」，且學校又與「社會環境」

交互作用，形成相輔相成的關係。而王保進(1993)也同樣認為教學是大學

最主要的功能。我們由此可知，「教學」乃是大專校院應該積極實現的首

要任務與主體，其餘則居於輔助地位。 

而黃政傑(2001:18)則強調在招生名額總量發展審核的過程中，應該

顧及大學自身的理想，而這也是落實大學自主的理念，促進大學配合社

會需要迅速應變的能力，進而提升其教育品質的一個重要方向。但他也

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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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俊彥(2001)也在分析「總量管制」策略的精神後，認為其應有維持

成長品質的特點與效益。有鑒於前面我們曾論及學校的中心工作應該在

「教學」，因此如何在大專校院自主發展的過程中，有效維持其教學品

質，這也是研究者所積極關注的。 

而最重要的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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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點中，即明確以「配合國家整體建設及學

校發展，落實大學自主理念並維持大學教學品質」做為宗旨，再加上該

要點即明訂以生師比、師資結構、校舍建築面積等審查基準，研究者於

是認為「保障大專校院教學品質」構面中，大致可整理出「確保學校有

充足校舍空間以進行教學」、「避免教師負擔過重，以維持教學品質」、「確

保學校有良好師資素質與結構」等三個預期效益。 

  1.確保學校有充足校舍空間以進行教學        

黃政傑(2001)曾指出各校規劃系所班組或招生名額應有許多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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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美國後期中等教育委員會也在「2003-2013 年學生進路、大

專校院容量、與公立高等教育招生需求」的研究報告中，藉由各種經

濟特徵來推測近十年的公立大學生的就學需求，其中包括分析大專校

院教室容量和每位全時類學生的教學臨界成本基金(California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Commissio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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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確保學校有充足校舍空間以進行教學」乃是能夠保障

大專校院教學品質的一個重要預期效益。 

2.避免教師負擔過重，以維持教學品質        

孫志麟(1994)指出師資為衡量教育品質的重要指標之一，近年來因

研究所招生人數增加，並逐漸重視研究發展工作，致使教師負擔加重，

但教師員額則受限於編制規定而無法改善。 

而湯志民(2003)也指出近 10 年來臺灣高等教育因政策引導數量擴

充，學校數、學生人數和在學率都有快速增長的現象，促使高等教育進

入大眾化。然而臺灣高等教育的擴張，在快速轉型中雖擴大了高等敎育

的就學機會，對社會整體人力素質的提升亦會有所助益，但卻也可能產

生質量失衡的問題，尤其學生量的增加，有時也不免增加了教師教學上

的負擔。 

我們可以瞭解一個老師要指導 25 位學生，和一個老師指導 50 位學

生，兩者間的教師教學負擔是明顯不同的。其次博士生、碩士生與大學

部學生的學習需求程度也是不同的，例如博、碩士班學生更需要教師指

導論文寫作，然而如果學生人數過多，則教師們即使再有教學熱忱，恐

怕也將礙於時間因素而無法一一仔細指導，進而影響到教學品質。此

外，近年來由於各校積極開設碩士在職專班以增加學校財源，這也間接

增加了教師們的每週授課時數過多，則更使得有限的時間受到壓縮。 

綜上所述，本研究乃將「避免教師負擔過重，以維持教學品質」列

為保障大專校院教學品質的一個重要預期效益。 

3.確保學校有良好師資素質與結構     

薛天棟曾以經濟學角度分析當前研究所發展的困境，並指出其評

判準則有三(引自吳京，2000)： 

(1)規模經濟準則：研究所的規模必需大到一個程度，使其研究效益可

達到最起碼可接受的標準，否則不設也罷。 

(2)最起碼努力準則：研究所必須具備最起碼的本身裝備條件和其他客

觀環境。前者實際效果反應在研究課題的深度化和持續性；後者即

為與之配套的相關環境的縝密維繫，其實際效果反應在研究課題的

廣度化和周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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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創新預見準則：有了周詳的規劃和分析，以及滿足計劃執行的條件

和環境，研究課題的創新成果是可預見的。因此若一個研究所對創

新沒有把握，照樣不設也罷。 

        換言之，一個研究所的設立即使再怎麼符合「生師比」的條件，

它至少也應該要維持一定的教師人數等基本師資陣容，否則將可能導

致系所(科)的不斷分化，以致系所(科)皆有其名而無其實，教師專長皆

有所重疊，又如何能呈現其設所特色之所在。雖然高教體系目前已訂

有「擬設碩士班之學系，全系專任師資至少應有八位，且具助理教授

以上資格者應在三分之二以上，其中應至少有三位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者且其學術專長須與該系領域相符」(教育部高教司，2005a)以及「獨

立研究所專任師資應至少有 6名助理教授以上且專長與該系領域相符

之師資」(教育部高教司，2005d)等師資結構條件，然而這樣的條件

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卻僅限於「新增研究所申請案」之管控，現有系

所是否符合上述師資結構的規範則完全不在考量範圍內。這樣的發展

趨勢下，導致每個「新增研究所申請案」的教師個個都像臨時演員一

般，只有在新增時擔任該研究所的教師，但該新增研究所申請案通過

後，則又馬上移駕至下一個新增研究所申請案的師資名單中，或改換

別的現有系所的教師來繼續充當臨時演員，此種現象不僅導致系所(科)

的過度分化，同時對於現有系所(科)的基本師資而言，無疑也是一種

傷害。 

        也有人主張各系所(科)師資之間應該是可以相互支援的。然而教

育部體育司(2004)卻在審查這類系所師資相互支援的條件時發現： 

    (1)許多現有系所專任師資僅有 1 名、2 名或 3 名，並不符高教體系對

於系所專任師資人數與結構之要求。 

(2)各系所專任師資不足將影響學生就學權益(如論文指導問題、跨系修

課問題、系所本位主義影響學習資源問題)，且系所課程由外系(所)
教師支援之比率過高，則系所發展特色勢將不易呈現，爰不符當初

增設系所之意旨。 

    (3)學校列舉之各系所可支援師資中，並未扣除基本師資結構陣容(如系

所合一學系應扣除專任師資 8 位、獨立研究所應扣除助理教授以上

專任師資 6 位)，且部份列舉支援師資似有專長不符情形(如共同科、

教育學程等)，加上部份專任師資另兼有行政工作或其餘職務，為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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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權益，仍請學校審查考量。 

其次有關大專校院教師的素質，何福田在 1984 年的調查研究即

顯示：有 32.8%的博士班畢業生認為研究所的師資欠佳，而馬信行更

在 1985 年的研究中指出研究所教授的研究能力會影響學生畢業後的

研究成果(引自孫志麟，1994)。 

綜上所述，我們可知「確保學校有良好師資素質與結構」乃是保

障大專校院教學品質的一個重要預期效益。 

 (二)「符合學生性向與需求」構面        

孫震(1995)也認為評估教育的需要一向有兩種不同思考的方式，一

種是根據勞動市場的需要，也就是經濟發展的需要；一種是根據學生的

需要，也可以說是家庭的需要。可見學生需求的重要性並不亞於就業市

場。 

而黃政傑(2001)更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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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育所反映的不只是國家社會及產

業的需求，它也要反映學生的需求。 

因此研究者爰秉持前述理念，並藉由 Mind Manager 整理學者專家意

見後，發現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在「符合學生性向與需求」構面

中，大致應有「使學生有足夠機會就讀符合其學習性向的系所(科)」、「確

保該類系所(科)有足夠學生願意就讀」、「確保學校學習環境能讓學生感

到滿意」、「保障學生能獲得合理的教育投資報酬」等四個預期效益。 

1.使學生有足夠機會就讀符合其學習性向的系所(科)        

黃政傑(2001)不僅提出個人的興趣及學習權不宜由國家支配、大學

教育應反映學生需求等主張，其更指出實施大學總量發展審核之後，

各大學將比以往更加敏銳於了解社會變遷之需要，並審視自身的特色

和能力提供更快速的因應。然而大專校院是否確實在實施總量管制以

後，就能達到符合學生性向與需求的目標，其實仍有待我們以適當的

指標來掌握其成效。 

換言之，如果各大專校院積極擴增其招生名額的同時能夠確實兼

顧到學生的需求，則理論上學生應該越能就讀到其最想唸的系所類

別，亦即學生學習性向(指第一志願的系所類別)獲得滿足的比率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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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高的，否則如何論證大專校院在總量管制後的自主發展是兼顧到

學生需求，而不是純粹只顧慮到自身發展的理想。也因此，屬於學生

最想就讀、然而其招生名額卻仍然很少的系所類別，才是相對比較應

該同意其擴招的。而此處之所以單指第一志願的系所類別，主要是因

為學生即使興趣再怎麼廣泛，終究也只能選填一個系所，也因此研究

者較關注之。 

我們由此可知「使學生有足夠機會就讀符合其學習性向的系所

(科)」乃是希望大專校院招生名額規劃能夠更符合學生性向與需求的一

個重要預期效益。 

2.確保該類系所(科)有足夠學生願意就讀        

       延續前述孫震(1995)及黃政傑(2001)對於學生需求的見解，研究者認

為如果一個系所(科)類別的總招生名額遠多於願意就讀的學生人數，則

表示該系所(科)的招生名額已呈現供過於求的現象，換言之，該類系所

(科)乃是相對比較不符學生需求的，也因此理論上應該不能同意其再繼

續擴增招生名額。 綜上所述，「確保該類系所(科)有足夠學生願意就讀」

乃是希望大專校院招生名額規劃能夠更符合學生性向與需求的一個重

要預期效益。 

3.確保學校學習環境能讓學生感到滿意        

魏如妤(1998)指出學生滿意度衍生自全面品質管理(TQM)的理念，

亦即將學生視為高等教育機構的顧客。美國各大專院校為了迎接績效

責任的挑戰，紛紛進行學生滿意度的評估工作，學校以學生滿意度的

評估結果為依據，針對學生不滿之處加以改善，以期改善教育品質。

學校並可使用學生滿意度評估的結果改變政策及計畫、重新檢視其資

源分配比例、以及變更服務時間等。 

在大專校院不斷擴增招生名額的同時，我們應該進一步瞭解學生

對於學習環境是否仍能感到滿意，例如對於選課、住宿床位、教室空

間、運動場館…等方面，是否會因學校人數規模的擴大而導致資源稀

釋，進而致使學生的滿意度下降。有鑒於學生的滿意度往往能反映出

學生的需求是否得到滿足，因此如果學生的滿意度低，表示學生對於

學校或其系所的需求並未能得到滿足，而這樣的學校或系所也是相對

較不應該增加其招生名額總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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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確保學校學習環境能讓學生感到滿意」乃是希望大專校院

招生名額規劃能夠更符合學生需求的一個重要預期效益。 

4.保障學生能獲得合理的教育投資報酬        

吳京(2000)指出經濟成長深深影響著研究所教育發展趨勢與擴

張，而所得提高、服務業日趨重要、自由化、產業結構轉型、人力資

源觀念、失業率、生產力、教育投資報酬率等也都會影響著研究所教

育的發展。 

而蕭唯善(2004)也指出由於大學數量的持續擴增，政府所提供給高

教經費之總額雖仍有微幅增加，但平均每校能分配數卻不可避免的因相

互排擠而產生緊縮。在目前大學數量的擴充速度大於大學教育經費資源

成長情形下，高等教育補助經費不足及資源排擠將賡續存在。        

監察院趙榮耀、黃煌雄及呂溪木等委員於是更以「教育資源倒退

15 年，高教品質惡化」為由，於 2004 年 8 月 12 日對教育部提出糾正(自

由時報，2004)，顯見國人對於大專校院學生教育資源稀釋的問題已達

一定程度的關注。其次當前各大專校院普遍希望調漲學雜費，學生很可

能在教育資源不斷稀釋的趨勢下，反而還負擔更高的學雜費，這對學生

來說無疑是相當不合理的。 

面對這種高教經費與資源的不斷稀釋發展趨勢，Kafer (2004)也在

批判美國自 1965 年以來持續推動的高等教育行動方案(Higher 
Education Act)時指出，該方案應該關注於符合低收入學生的需求，而不

是一味補助所有的學生。否則這種高教經費上的增加，不僅將造成納稅

人的沉重負擔、養成學生和學校的依賴性、同時也提高了高等教育的成

本。換言之，在高等教育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如何將經費挹注在較需要

的人身上，乃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 

只是 Marginson(2004)也在研究後發現，早期世代的 OECD 國家接受

高等教育的學生並不需要負擔太多學費，然而至 1990 年代後期則初步

開始有所增加，甚至於越來越高的趨勢。秦夢群(1997)更指出就學生角

度而言，其就學不但造成直接成本的付出，同時在收入上也有所損失。

因為學生若放棄就學而投入生產，必能獲取一定之薪資。因此就學後

能不能取得合理的報酬，實可謂與學生權益攸關。尤其 Glytsos 更指出

當高等教育人力之供給大過於勞動市場對其之需求時，個體之薪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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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低以維持平衡(引自高玉靜，1998)，顯然對於家庭經濟情況不好的學

生而言，過量的高等教育對他們又更是一大打擊。 

由上可知學生在付出學雜費後，大致應該要能獲得兩部分的「教

育投資報酬」，一為入學後所獲得的教育資源，此象徵著學校硬體設備

(如教室空調、電腦設備、實驗器材、運動場館等)或軟體支援(如社團

活動補助、導師費等)之協助；一為畢業後的薪資報酬。試想學生付出

高昂的學雜費後卻只能獲得少部分的教育資源，或其付出高昂的學雜

費後平均只能獲得極低的薪資，則這種教育投資報酬便是不合理的。

因此一旦學校或系所(科)無法提供合理的教育投資報酬時，則其乃是不

應該繼續擴增招生名額的，以免使得資源更加稀釋，進而使得受害的

學生增加。 

因此，「保障學生能獲得合理的教育投資報酬」乃是希望大專校院

招生名額規劃能夠更符合學生需求的一個重要預期效益。 

(三)「符合就業市場人力與專業需求」構面        

孫志麟(1996)也認為過量教育(overeducation)所產生的失業問題，可能

具有時間落差及多年影響的特性。大致說來，高等教育之就業問題不外

是失業率增加、部分學科就業機會較少，以及大才小用或學非所用等情

形。 

而高等教育過度的膨脹會引起水準的問題，也引起學位或文憑貶值

和畢業生失業的問題。這種失業的問題，經濟學者稱之為「教育性的失

業」。林清江於 1998 年指出我國教育性失業可分為兩方面：(一)總體性的

教育性失業：指教育制度培養出來的畢業生不能為社會所吸引；(二)結

構性失業：社會上有各種工作機會，但教育制度訓練出來的人，不能與

這些工作所需之技能配合，亦即一方面有失業的大學生，一方面有找不

到人才的工作(引自吳京，2000)。 

研究者並進一步藉由 Mind Manager 整理學者專家意見後，發現大專

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在「符合就業市場人力與專業需求」構面中，大

致應有「確保該類系所(科)畢業生為就業市場所需」、「確保畢業生能順

利找到工作」、「確保畢業生能從事與專長相符的職業」等三個預期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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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確保該類系所(科)畢業生為就業市場所需        

吳京(2000)主張建立高等教育市場人力供需資料庫，有關就業市場

對高級人力需求的推估，大學教育學生來源的推估，現有大學教育在

各類科培育人力的狀況等建立完整的資料庫，供學校擬訂發展規劃，

以及政府規劃人力培育計劃的主要依據。 

楊少璇(2003)認為高等教育與經濟發展的關聯性顯示高等教育規

模必須契合市場的實際需求量，因而當高等教育快速擴張後將會與實

際情境產生脫節，亦即高級人才的供給量超過實際的需求量，相對的，

亦會產生人力資源配置的不當。換言之，某些類別系所(科)的畢業生在

就業市場越飽和(亦即越過量)的情況下，就業機會也就相對減少，換

言之，該類系所(科)畢業生已並非就業市場所需，也不應該繼續擴增其

招生名額。因此，「確保該類系所(科)畢業生為就業市場所需」乃是希

望大專校院招生名額規劃能夠更符合就業市場人力與專業需求的一個

重要預期效益。 

2.確保畢業生能順利找到工作        

國立中央大學劉全生校長指出台灣的高等教育目前正面臨大學教

育與產業界聯繫不足，造成 2 萬多畢業生不能找到工作，企業界也找不

到等量所需人才的問題(引自成功大學新聞中心，2004)。 

因此，研究者認為如果學生畢業後不能夠學以致用地在專長行業

中服務，那麼退而求其次，至少該畢業生應該要能順利就業。而前述

「順利就業」其實蘊含著兩種意涵，一為能夠找到工作，但不一定是

自己畢業系所的專長；一為待業(失業)期間應該越短越好。而戴淑芬

(2003)也認為畢業生找不到工作，這是屬於一種教育性的失業。換言

之，畢業生就業比率偏低的學校或系所(科)，顯然還無法培養其學生就

業的技能，也因此這種學校或系所(科)乃是相對較不應該擴增招生名額

的。 

Arabsheibani 則以就讀科系分析畢業生在獲得第一份工作前之「待

業期」，分析各科系畢業人力供給過剩之情況(引自高玉靜，1998)。高

強(1999)更調查受訪者畢業多久找到第一份工作、或是男性在退伍之後

多久找到第一份工作，結果發現有高達 71.60%的受試者集中在「半年

內」這個選項中。有鑒於畢業生可能迫於生計而急忙找尋第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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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此第一份工作也可能是不會長久以此維生的臨時性工作，因此研究

者認為最理想的待業期概念，應該是計算畢業生自畢業後起算之實際

失業月數，才能比較客觀。 

因此，「確保畢業生能順利找到工作」乃是希望大專校院招生名額

規劃能夠更符合就業市場人力與專業需求的一個重要預期效益。 

3.確保畢業生能從事與專長相符的職業        

孫志麟(1996)曾在研究中發現，1994 年專科程度者未適當運用比率

為 17.62%、大學以上程度者未適當運用比率為 12.09%，而探究其原因，

發現「教育與職業不相配合」皆為專科和大學以上程度者未適當運用

之主因。而他更指出這種現象為「學非所用」，亦即指在學校所習得的

知識和技能，與所從事的工作性質不相符合，為一種結構上的失調，

導因於高等教育所培育之高級人力，無法配合國家發展及社會建設的

需要，致使個人的專長未能充分利用。 

而高強(1999)也在「臺灣高等教育市場之分析研究」中以「學用相

關性」進行調查後發現，認為自己工作與所學毫不相關者達 31.9%，其

次是十分相關達 29.6%。由於研究者認為隨著大專校院及系所的增加，

學生選擇就讀的機會增多，按理說其職業與所學專長相符的人數比率

應該同步增加。然而若各類系所學生不斷增加的同時，其職業與所學

專長相符的人數比率卻反而不斷下降，顯然在擴增招生名額總量所帶

來的是負面的影響。 

因此，「確保畢業生能從事與專長相符的職業」乃是希望大專校院

招生名額規劃能夠更符合就業市場人力與專業需求的一個重要預期效

益。 

(四)「大專校院競爭力之維持與提昇」構面        

呂美霓(2003)指出競爭力一詞很難給予明確性的定義，惟其仍嘗試

將競爭力定義為彼此對共同的市場互相角逐勝負的能力。並進一步將大

學競爭力定義為一所大學與其他大學的競爭力相比較，其創造附加價值

和大學聲譽持續增長的能力，也就是以生師比、學校聲譽、教學資源等

指標比較各大學間的競爭力。 

聯合報也分析2003年68所一般大學校院共招生10萬6千多人，只略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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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應屆高中畢業生，2004年高中畢業生的升學機會將可達百分之百。在

校系持續擴增，人口出生率卻下降的趨勢下，1千4百多個校系能否搶到

好學生，關鍵在於各系所是否有競爭優勢(引自呂美霓，2003)。而de 

Wit、Lyman 、Johnston 及蔡大力等人更指出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有助於國

家競爭力的提升(呂美霓，2003)。 

黃茂樹、吳煥烘(1999)則認為一流的大學需要一流的教授、一流的

學生、更需要一流的行政領導人員；環視世界著名的高等學府，都具備

有這三種一流的條件。換言之，除了大學校院本身的發展條件要足夠以

外，要發展出國際一流大學，我們對於所謂「一流的學生」這種學生素

質的管控，其實是相當重要的。 

曾潤梅曾指出在學生素質方面，雖然臺灣接受高等教育的人數在

2000 年佔全體學齡人口的比率達到 68%，比日本、英國及德國同期人

數都高，但學生的學習動力、學習動機、學習態度及語言能力卻不如亞

洲其他國家(引自楊少璇，2003)。而楊少強也引用商業周刊所做的「臺

灣大學生競爭力調查」，表示有 63％的教授認為，目前臺灣大學生的整

體表現，比起十年前的大學生要差。多數教授認為臺灣大學生的整體表

現正在衰退，其中有 90.4％的教授認為學生「求學態度不認真」是主要

原因，其次則有 70.1％教授認為學生「花在課外活動時間太多」(引自楊

少璇，2003)。 

蕭唯善(2004：15)認為隨著大學數量及學生數增加，我國高等教育已

由菁英教育轉為普及教育，平均素質因而降低，有其統計平均數降低之

必然性。惟畢業生之學習成果，經業界與以往畢業生就業表現比較，認

為較差，確實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是學校學習成果評量標準降低，

或所提供學習資源與內容本身就無法塑造出符合時代要求的標準畢業

生，或者是因為大學量的擴充，讓資質實無法經由一定年限學習而達到

標準的學生亦進入大學等，均是我們要面對的問題。而顧忠華也認為從

過去幾年國內高等教育數量的急速擴充，就長期發展瓶頸為整體教育結

構所產生的衝擊，如文憑主義的盛行，社會對研究所的品質與水準失去

信心等(引自吳京，2000)。 

綜上所述，有鑒於高等教育數量的急速擴充，本研究乃將大專校院

競爭力界定為其能否順利在國內及國外招收到學生，且其招收學生素質

越佳，畢業生的品質管控越好者，表示其競爭力越強。因為能否招足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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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關係到該校是不是能在高等教育的競爭市場中生存；同時若招收的

學生素質越佳，顯示想就讀該校的學生應該越多、也越不會面臨招生壓

力；至於畢業生的品質管控，則意味著學校的教育成果在外的品牌形象，

試想某校畢業生的就業表現往往不佳，則不免也會造成業界及社會大眾

對該校學術聲望的負面印象，也就更不願將其子女送到該校就讀。 

因此研究者在藉由 Mind Manager 整理學者專家意見後，發現大專校

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在「大專校院競爭力之維持與提昇」構面中，大致

應有「避免學校招生缺額過多，以確保學校具備招生的競爭力」、「確保

學校具備吸引國外學生來臺就讀之競爭力」、「確保入學新生能具備一定

程度的學習資質」、「確保學校對學生畢業的品質管控」等四個預期效

益。 

1.避免學校招生缺額過多，以確保學校具備招生的競爭力        

       教育部統計處(2005a)在「93 學年度大專校院新生註冊率概況統計

分析」報告中指出：93 學年度全國 159 所大專校院核定總招生名額達

37 萬 9,454 人，實際總註冊人數 31 萬 8,983 人，缺額數 6 萬 471 人，

總註冊率 84.06%，亦即總缺額率達 15.94%；其中技職體系學校之缺額

率 18.15%，較一般體系之 11.94%高出許多。 

       我們由此可知近年來在高等教育急速擴充的趨勢下，大專校院的

缺額情形，已經是一個值得我們正視的問題。尤其缺額人數或比率越

高的學校，顯示該校的競爭力越差。如果一個學校已經有很多學生不

想去就讀，不僅理論上其招生名額不應擴增，同時還可能意味著該校

應該酌予扣減招生名額。 

因此，「避免學校招生缺額過多，以確保學校具備招生的競爭力」

乃是希望藉由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來維持或提昇大專校院競爭

力的一個重要預期效益。 

2.確保學校具備吸引國外學生來臺就讀之競爭力        

de Wit、Lyman 、Johnston 及蔡大力等人均曾指出高等教育的國際

化有助於國家競爭力的提升(呂美霓，2003)。教育部委託臺灣評鑑協

會於2005年辦理的大學校務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評鑑指標中，更將「國

際化程度」同時列為質性評鑑指標與量化評鑑指標(社團法人臺灣評鑑

協會，2004)。我們由此可見國際化與大專校院競爭力之間的密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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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央大學劉全生校長更指出台灣的高等教育目前正面臨「大

學生源不足：十年內高中畢業生便要少於大學錄取名額，致使一些私

立大學會面臨關門退場」及「國際化不足：來台就讀國際學生僅7000

人」等問題(引自成功大學新聞中心，2004)。 

其次，由於94學年度大學考試分發入學錄取率已達89.08％(中時電

子報，2005)、94學年度四技二專聯合登記分發錄取率也達到75.05%(聯

合新聞網，2005a)，學者們更曾戲稱這是「考不上要比考上還難」。加

上近五年來，我國出生人口數由2000年的305,312人，驟減到2005年的

205,854人(內政部，2006)，五年間足足少了99,458人，這種生源不足的

趨勢下，不僅將使得前述大專校院的錄取率變相提高，同時也將更使

得大專校院之間的招生競爭變得更為激烈。 

因此，如果一個大專校院既無法招足國內學生，也無法吸引國外

學生就讀，則顯示該校的競爭力確實不佳，而這樣一種招生來源不足

的學校也是相對不應該擴增招生名額的。故「確保學校具備吸引國外

學生來臺就讀之競爭力」乃是希望藉由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來

維持或提昇大專校院競爭力的一個重要預期效益。 

3.確保入學新生能具備一定程度的學習資質        

孫志麟(1994：73)曾指出 82 學年度各大學博士班平均錄取率為

45%，其中有 17 所博士班錄取率達百分之百。就類別而言，農業類科

博士班佔最多數，共有 4 所。研究所入學的寬嚴，會引起社會大眾對研

究所教育品質的疑慮。由於錄取率偏高，研究生素質恐有下降趨勢，影

響高級人力素質的提昇。 

蕭唯善(2004)則在論及高等教育平均素質降低的原因時，提到因為

大學量的擴充，讓資質實無法經由一定年限學習而達到標準的學生亦可

進入大學的現象。因此在滿足學生繼續升學需求的同時，實在也應作好

基本錄取標準的品質把關。尤其以 94 學年度大學考試分發入學錄取率

達 89.08％觀之(中時電子報，2005)，則學生即使再怎麼程度不佳，只

要功課贏過其他程度更差的少數 10.92%的考生，則同樣的可進入大學

就讀，這樣的考試又如何能有所謂的鑑別度，更遑論要維持基本的學生

素質。 

而湯志民(2003)更直接指出大學聯招錄取率逐年攀升，大學聯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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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錄取標準逐年降低，都會促使學生素質的相對降低。因此研究者

認為「錄取率」實不應無限制地提高，否則亦應提出基本及格分數或

能力門檻，以作好學生素質的品質把關。 

商業周刊更進行「臺灣大學生競爭力調查」後，發現有 63％的教

授認為，目前臺灣大學生的整體表現，比起十年前的大學生要差(楊少

璇，2003)。可見學生素質與表現，乃是競爭力的一環。因此「確保入

學新生能具備一定程度的學習資質」乃是希望藉由大專校院招生名額

總量管制來維持或提昇大專校院競爭力的一個重要預期效益。 

4.確保學校對學生畢業的品質管控 

美國的高等教育係採取大眾教育的原則，儘量提供機會給多數人學

習。故高等教育的擴充非常迅速，幾為世界之冠。雖然入學容易，但畢

業率卻很低。這是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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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過去即有論者以美國大學之高淘汰率對

照我國大學低淘汰率，而主張應提高淘汰率(劉興漢編，1991)。 

然而我國大考錄取率年年創新高，但畢業卻反而有把關趨鬆的現

象。尤其 93 學年度上學期各大學平均退學率更降到了 0.88%的新低數

據；退學率較高的日間部前 10 名，也只有國立宜蘭大學是公立學校(聯

合新聞網，2005b)。對照美國大學向來以易進難出聞名(比如哈佛淘汰

率 10％)，我國這種把關寬鬆的趨勢，可能也與以往發生大學生被退學

而跳樓自殺或仰藥輕生的事件造成的影響攸關(東森新聞報，2005)。

鑒於我國目前面臨錄取率高、退學率低的高教發展趨勢，這也不免讓

我們對於學生素質的持續低落感到憂心。 

其次在學生畢業的品質管控方面，由於碩、博士班的研究生與大學

部學生最大的不同，正在於學術研究方面的要求與表現不同，且通常研

究生在提論文口試前往往需要有參加學術研討會或發表論文等要求，因

此隨著碩、博士班的不斷增設與擴招，如何確保研究生的素質，實需要

一個客觀而公正的指標以掌握其適切資訊。如李芊慧、吳裕益、蔡清華

(2003)也嘗試將「平均每位研究生發表學術論文數」、「學生參與研究專

案的比例」等作為大學三大功能表現之指標。 

鑒於蕭唯善(2004)也指出畢業生之學習成果，經業界與以往畢業生

就業表現比較，認為較差。我們可知如果大專校院沒有加強對學生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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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質管控(如像美國哈佛大學一樣維持嚴格的退學率，或碩博士生的

學術研究管控)，則不僅將導致其就業或學術發表的競爭力降低，同時

也會間接影響到學校的學術聲望。因此「確保學校對學生畢業的品質管

控」乃是希望藉由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來維持或提昇大專校院競

爭力的一個重要預期效益。 

綜上所述，本研究最後總計將學者專家們對於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

管制預期效益之相關意見整理成「保障大專校院教學品質」、「符合學生性

向與需求」、「符合就業市場人力與專業需求」、「大專校院競爭力之維持與

提昇」等 4 個構面，其中並合計有 14 個預期效益。而這些預期效益，也可

以說是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所希望積極達到的預定目標。 

 

二、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指標之探討 

何雅玲(2004)曾在「我國技職校院系所總量管制政策之研究」中明確

建議「發展適切的評量指標」，她並認為總量管制政策的施行主要是要以

具體客觀的數據，讓各校院能夠在此機制下依審查標準所設定的範圍內自

主發展學校的方向。然具體客觀的數據總無法如實呈現出學校真正的辦學

品質，如師資及圖儀設備、校園情境的規畫等。其次黃政傑(2001)也指出

各校在數量擴增時，如何保障教育品質的卓越性，是提升其競爭力的基

礎，因此對於大學的教育品質指標亦宜建立起來，定期調查分析和解釋，

以作為大學進行決策之參考。由此可見一套完善的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

管制指標實在也有其必要性。 

而 Clagett & Kerr (1994)更指出成功的招生管理(Enrollment Manager)有賴適

當的資訊基礎，其中包含「表現監控指標」(Performance Monitoring Indicators, PMI)

和「徹底的政策研究與分析」等兩種資訊。而「表現監控指標」通常是描述特定

時間點之學生狀態的簡單計算或比率，這些指標被招生管理者用來評鑑各單位的

表現，並監控廣泛的大學校院招生情況。可見指標乃是招生管理的重要資訊基礎。 

此外，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指標本質上也屬於「教育指標」的

一環，簡茂發、李琪明(2001)即認為教育指標乃指「有關教育系統表現情

形的統計量數，能反映教育的品質與產出，記錄重要層面的改變，判斷個

人或系統在達成目標方面的效率與效能」。由此我們可知大專校院招生名

額總量管制指標，應該要著重在其達成目標方面的效率與效能。也因此「指

標」應該只能作為手段，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其實才是我

們真正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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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Mingat, Tan & Sosale(2003)也依據「教育財務」、「教育系統的操作

性特徵」、「學校教育總成果」、「學校教育成果的分佈」等四個構面，發展

出「教育的公共支出佔 GNP 百分比」、「主要學校教育的生師比」、「在四

級中達到第一級的人數百分比」、「女/男就讀主要學校比率」等四個對應性

的教育指標。可見藉由理論構念來發展出適當指標，也是學者們常採用的

指標發展方式。 

Cavell & Toye(2004)也指出最近十年來，美國各州扮演了一個積極的

角色，來規律地報告公立教育情況的公開指標，包括學生評量結果、教師

和學生的相關資料、以及學校財務資料等。尤其是 2001 年「不讓孩子落

後行動方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NCLB)通過後，聯邦的績效和報告

就不斷地被增強和擴充，而相關指標也因而持續增加。而強調這些指標報

告的目標，正在於確保父母、決策者和其他利害關係人能夠對學生表現和

計畫效益能具有一致的期待結果。 

綜上所述，本研究乃將「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指標」定義為：

指基於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所希望達到的預期效益進行設計，且能

藉由其蒐集到的實際數據資料來進行客觀比較，以期作為多準則決策參考

之統計測量值；該指標並將能反映其預期效益之達成情形。 

而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指標並應符合本章第一節所整理出來

的效益性、合目的性、可量化的客觀性、可比較性、可組合/分割性、可理

解性、可得性等七項指標建構規準。其中由於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

指標需能反映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之達成情形，因此具有

「效益性」及「合目的性」。此外，本研究希望避免主觀人情因素影響，

因此以選取量化指標為主，並期能據以組合成全國性觀點的指標來進行歷

年比較，或將其分割成學校或系所(科)觀點的指標來進行校際或系所(科)

之間的比較，因此所建構之指標將具有「可量化的客觀性」、「可比較性」

與「可組合/分割性」(如生師比指標可分別以全國、全校、系所為單位，

視需要進行指標數據的組合或分割性計算)。「可理解性」則是希望指標的

定義能夠越簡單、越為社會大眾所瞭解，需要複雜數學理論或公式才能計

算出來的指標數據就不具有可理解性。至於「可得性」則指理論上可藉由

適當方法取得其指標數據資料者即具有可得性，而不限於一定要有現成指

標；惟鑒於現成指標仍有助於提高指標的可得性，故本研究將以引用或改

良本章第二節所探討之大專校院各項指標為原則，必要時才依據預期效益

的目標來新建指標，以期有效反映各預期效益。 

以下謹藉由 Mind Manager 思維管理軟體，依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

制預期效益的四大構面來整理出能反映各預期效益之指標，詳如圖 2-3-3

所示。茲並整理各指標之參考文獻來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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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3：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指標之思維管理架構圖 

│→   構 面    ←│→     預期效益    ←│→    指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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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障大專校院教學品質」構面 

1.「確保學校有充足校舍空間以進行教學」之參考指標 

    依據指標建構規準及本預期效益之內涵，研究者計整理出「校舍面

積情況」與「平均每生校舍面積」等兩項參考指標，以期反映學校是否

有充足校舍空間以進行教學。 

(1)校舍面積情況 

育部高教司(2005a)在其總量管制審查作業要點中提出「校舍建築面

積」指標，其中規定實有校舍建築面積應達到應有校舍建築面積基準。

而教育部技職司(2005a)也在其總量管制審查作業要點中提出「校舍建

築面積」指標，其中規定各校每生應有校舍建築面積應符合校舍建築

面積標準。兩者之文字敘述方式不同，但內涵其實大同小異。換言之，

兩者皆依不同類型學生(如教育類、理醫類等)訂出其校舍建築面積標

準表，且各校實有校舍建築面積(或每生校舍建築面積)皆應符合該表規

定。 

鑒於上述「校舍建築面積」指標實務上只能作為審查基準而不易

進行校際比較，教育部高教司(2004a、2004b)爰分別於大學校務評鑑

規劃與實施計畫及九十四～九十六年度私立大學校院整體發展獎助及

補助審核作業原則中，進一步發展出「校舍面積情況」指標，並將其

定義為「(實有校舍面積－應有校舍面積)／應有校舍面積 × 100 %」，

並因此具有校際比較的特性。 

惟鑒於教育部高教司及技職司所訂校舍建築面積標準表並不一

致，此也將導致應有校舍面積計算結果之不同。因此，本研究除將採

用「校舍面積情況」作為指標外，更將其操作型定義整理為「(實有校

舍面積 －應有校舍面積)／應有校舍面積 x100 % (註：依教育部規定

計算)」。 

(2)平均每生校舍面積 

許多研究大專校院相關指標的學者，都曾提出「每生教室樓板面

積」(王保進，1993)、「單位學生校舍面積」(劉莉貞，2004)、「平均

每生校舍面積」(張美蓮，1996；黃政傑、李隆盛，1998；黃聖凱，2000)

等名異實同的指標，而因其中「平均每生校舍面積」一詞最多人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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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研究爰採用之。此外，本研究並將「平均每生校舍面積」指標之

操作型定義整理為「實有校舍面積／學生人數」。 

2.「避免教師負擔過重，以維持教學品質」之參考指標  

依據指標建構規準及本預期效益之內涵，研究者計整理出「加權

生師比」與「專任教師平均授課時數」等兩項參考指標，以期反映教

師負擔與教學品質。 

(1)加權生師比 

「生師比」(或稱師生比例)幾乎是大部份研究大專校院相關指標

的學者們都會提出的一項反映教學品質與教師負擔的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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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惠釧，2003；黃聖凱，2000)。 

 而教育部高教司(2005a)和技職司(2005a)也分別在其總量管制審查

要點中提出「全校生師比」及「日間部生師比」等指標，而這兩項指

標都涉及了碩士班學生加權二倍、博士班學生加權三倍等加權計算的

概念。 

因此，教育部高教司(2004a、2004b)爰分別於大學校務評鑑規劃

與實施計畫及九十四～九十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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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組加權生師比」及「加權生師比情況」的

指標。鑒於兩者名異實同，故研究者爰將其整理為「加權生師比」指

標並採用之，其操作型定義則整理為「大專校院學生人數加權總量／

大專校院教師人數加權總量(註：依教育部規定，碩士生 x 2 倍、博士

生 x 3 倍，另 4位兼任教師折抵 1位專任教師)」。 

(2)專任教師平均授課時數 

專任教師的平均授課時數與教師的教學負擔攸關，如李芊慧、吳

裕益、蔡清華(2003)即以「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教學負荷量」指標來反

映其意涵。惟多數學者仍以「專任教師平均每週授課時數」(劉莉貞，

2004；林俐孜，2005)或「專任教師平均授課時數」(張美蓮，1996；

黃政傑、李隆盛，1998；黃聖凱，2000)來具體反映教學品質或教師的

教學負擔。而教育部高教司(2004a)也在大學校務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

中提出「類組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每週實際授課總時數」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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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指標名稱不宜太過冗長，且以每週授課時數呈現較具有可理

解性，因此本研究乃採用「專任教師平均授課時數」作為指標名稱，

並將其操作型定義整理為「專任教師每週授課總時數／專任教師人

數」。 

3.「確保學校有良好師資素質與結構」之參考指標  

此部分指標計有「專任助理教授以上人數比率」、「系所(科)專任師

資結構符合率」、「研究所專任助理教授以上人數」、「博士班專任副教

授以上人數」、「專任教師獲博士學位比率」、「專任教師學術研究水平」

等 6 項。 

(1)專任助理教授以上人數比率 

張美蓮(1996)、黃政傑、李隆盛(1998)、黃聖凱(2000)曾提出「專

任教師職級結構」指標，惟此指標只能反映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

講師等人數的分佈情形，而不易直接進行比較。  

教育部高教司(2005a)則在總量管制審查作業要點之「師資結構」指

標中提出「全校專任講師數不得超過專任師資總數之三分之一」的審

查基準，該基準亦即指「全校專任助理教授以上人數應超過專任師資

總數之三分之二」。 

另教育部技職司(2005a)也提出「專任師資結構」指標，其計算方

式為「以全校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教師數除以全校應有專任講師以上教

師數」。其中「全校應有專任講師以上教師數」為全校學生數除以全校

應有生師比。 

而劉莉貞(2004)也提出「助理教授以上人數」指標，但純粹人數

的計算似乎較難反映出其意義。因此林俐孜(2005)、教育部高教司

(2004a、2004b)的大學校務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與九十四～九十六年

度私立大學校院整體發展獎助及補助審核作業原則中，也分別提出「專

任助理教授以上人數比率」之指標。 

基於實務上多採用「專任助理教授以上人數比率」之指標，故本

研究乃決定採用之，並將其操作型定義整理為「專任助理教授以上人

數／專任教師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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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所(科)專任師資結構符合率 

教育部高教司(2005a)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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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師資結構」指標，其中「擬設碩

士班之學系」，全系專任師資至少應有 8 位，且具助理教授以上資格者

應在三分之二以上，其中應至少有 3 位具副教授以上資格者且其學術專

長須與該系領域相符。 

其次教育部高教司(2005d)又於 95 學年度大學校院增設、調整系所

班組及招生名額總量提報作業說明中，規範「獨立研究所」係指未有

相同或性質相近學系之研究所，該所專任師資應至少有 6 名助理教授以

上且專長與該系領域相符之師資。 

換言之，教育部高教司已針對「擬設碩士班之學系」與「獨立研

究所」訂定其師資結構。而前述審查作業要點中並規定：「現有系所及

招生名額已超過可發展總量規模或專任師資結構未符合設立研究所標

準之學校：得維持既有之總量規模繼續辦理，並得在現有學生總量內

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但至遲應於九十五年六月以前改善相關教

學資源以達標準，逾期仍未達標準者，應予減招或停招。」(教育部高

教司，2005a) 

惟有鑒於早期僅針對「擬設碩士班之學系或獨立研究所」者進行

審查，而未進一步查核「現有系所」之專任師資結構是否符合前述規

定，因此目前多數學校皆未符合前述規定。 

然而為期能逐步輔導各校符合該項系所師資結構規定，95 學年度

大學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總量審核結果中，爰進行「系所師

資質量追蹤」，結果全校不理想研究所比率達百分之三十的學校大約有

四所，教育部並要求其不得增設、調整研究所(中央社，2005)。由此

亦可見諸如「系所專任師資結構符合率」這類系所師資質量追蹤的指

標乃是逐漸受到重視的。 

因此，本研究乃採用「系所(科)專任師資結構符合率」指標，並將

其操作型定義整理為「系所(科)現有專任教師人數／系所(科)應有專任

師資人數 (註：依教育部規定計算)」。 

(3)研究所專任助理教授以上人數 

劉莉貞(2004)曾提出「每班專任助理教授以上人數」指標，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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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高教司(2004b)也在九十四～九十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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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教師之生師比」

指標。加上前述教育部高教司(2005a、2004d)規定「擬設碩士班之學系」，

全系專任師資至少應有 8 位，且具助理教授以上資格者應在三分之二(6

位)以上…，且「獨立研究所」之專任師資應至少有 6 名助理教授以上

且專長與該系領域相符之師資。 

由此可見，研究所之師資乃是以專任助理教授以上作為主要計算

基準。因此，本研究乃將採用「研究所專任助理教授以上人數」指標，

其操作型定義則整理為「研究所專任助理教授以上人數／研究所數 

(註：研究所含碩、博士班，名稱相同之碩博士班併計)」。 

(4)博士班專任副教授以上人數 

有鑒於博士班之論文指導有更高的教師學術水準需求，因此許多

學者們或實務界都曾提出「專任教師中教授所佔比例」指標(李芊慧、

吳裕益、蔡清華，2003；教育部高教司，2004a)或「每班專任教授人

數」指標(劉莉貞，2004)的主張。 

然而教育部高教司(2004b)在九十四～九十六年度私立大學校院

整體發展獎助及補助審核作業原則中，則只提出到「專任副教授以上

教師之生師比」，而未論及專任教授之計算。且劉莉貞(2004)也提出了

「每班專任副教授以上人數」指標。 

另目前許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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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副教授、教

授則皆可直接擔任博士生之指導教授。 

因此，本研究乃採用「博士班專任副教授以上人數」指標，並將

其操作型定義整理為「博士班專任副教授以上人數／博士班數」。 

(5)專任教師獲博士學位比率 

有幾位學者曾提出「專任教師學歷結構」指標(張美蓮，1996；黃

政傑、李隆盛，1998；黃聖凱，2000)，惟此指標只能反映博士、碩士、

學士等學歷分佈情形，而不易直接進行客觀比較。 

因此王保進(1993)、李芊慧、吳裕益、蔡清華(2003)、林俐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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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教育部高教司(2004a、2004b)等多數學者及實務界目前多半

採用「專任教師中博士學位所佔比例」指標。 

而研究者也採用「專任教師中博士學位所佔比例」指標的內涵，

惟其指標名稱基於簡化因素，爰修正為「專任教師獲博士學位比率」

指標，並將其操作型定義整理為「獲得博士學位之專任教師數／專任

教師人數」。 

(6)專任教師學術研究水平 

有關大專校院的教師學術研究水平，學者們及實務界可以說是各

有定見，惟指標多寡不一，如李芊慧、吳裕益、蔡清華(2003)即提出

教師研究發表被引用與衝擊指數、平均每師研究發展經費支出、平均

每師獲補助研究案數、研究中心之研究成果數、舉辦學術研討會總數、

平均每師發表之學術論文篇數、教師應邀擔任學術研討會相關職務

數、教師發明獲得專利數、藝術類科師生平均發表(展演)之作品數等指

標。 

王保進(1993)則提出每一教師著作書籍數、每一教師編輯書籍

數、每一教師出版論文數、每一教師發明或專利數、教師出版論文率、

論文被引用率、擔任學術性期刊編輯委員數、教師研討會論文發表率、

專業同儕評鑑等指標。 

張美蓮(1996)主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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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率等指標。 

劉莉貞(2004)則整理出專任教師發表論文比率、專任教師研究計

劃件數比率、專任教師研究經費比率等指標。 

黃政傑、李隆盛(1998)提出教師出國研究的比率、平均每師獲得

研究計畫的件數、教師參與研究計畫的比率、平均每師參與研究計畫

的件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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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師發表之學術論文數、教師出席學術研討會數、教師發明

獲得專利數、藝術類科平均發表(展演)之作品數等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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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聖凱(2000)整理出專任教師平均發表之學術論文數、專任教師

平均出版之專書數、專任教師平均編輯之書籍數、專任教師平均發明

或專利數、專任教師平均學術研究獲獎率、專任教師平均獲得研究計

畫的件數、教師參與研究計畫之比例等指標。 

林俐孜(2005)提出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於期刊上之論文數、平

均每師獲得補助的研究計劃經費與件數、平均每位專任教師在重要期

刊發表篇數(如：TSSCI、SCI、SSCI、EI 期刊)、平均教師發表專書、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於研討會上之論文數、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研究

計畫金額等指標。 

李怡穎(2001)也提出研究案數/每師(生)、教師發表論文是否踴躍、

教師獲得研究經費、教師研究績效等指標。 

教育部高教司(2004a)則在大學校務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中，提出類

組專任教師發表 SCI、SSCI、AHCI 期刊論文總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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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 期刊論

文總數、類組專任教師發表 TSSCI 期刊論文總數、類組平均每位專任

教師發表 TSSCI 期刊論文數、類組 SCI、SSCI、AHCI 論文平均被引用

次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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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發表具審查機制之專書總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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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組專任教師於國科會學術研

究計畫總件數、類組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於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件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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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科會之外研究計畫總金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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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組專任教師獲准專利總數、類組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准

專利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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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組專任教師獲全國性或國際性學術榮譽獎人次等指標。 

教育部高教司(2004b)也在九十四～九十六年度私立大學校院整

體發展獎助及補助審核作業原則中，提出平均每位專任助理教授以上

教師研究計畫金額及件數、專任教師獲獎率、專任教師發表論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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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專書數或專利數等指標。 

       綜上所述，我們可知學者們及實務界對於教師學術研究水平的認

定其實非常繁複且不一致，而鑒於本研究不希望最後形成太多指標，

以致影響問卷受試者之填答率，因此，研究者爰希望將前述各項學術

研究相關指標整合為「教師學術研究水平積分」的綜合評比結果，而

其中諸如獲得不同金額之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也將取得不同權重的積

分。 

       而孫志麟(1994)也指出是故徒有博士師資是不夠的，教師必須具有

研究出產能力，能夠指導研究生從事研究，以帶動學術研究風氣。因

此在大專校院招生名額不斷擴增的趨勢下，教師的教學負擔是否會影

響到其學術研究表現的水平，爰為本研究關切的重點。其次因兼任教

師任期不定，為避免淪為教師學術研究水平計算上的臨時演員，故本

研究在此僅採用「專任教師學術研究水平」以作為指標，而其其操作

型定義則整理為「專任教師學術研究水平積分／專任教師人數 (註：

其中學術研究水平積分係指依 SSCI、TSSCI、SCI、EI 或 A&HCI 等學術

期刊論文、具審查機制之專書論著、一般期刊論文、學術研討會論文、

藝術系所之公開展演等不同權重積分之累加結果)」。 

(二)「符合學生性向與需求」構面 

1.「使學生有足夠機會就讀符合其學習性向的系所(科)」之參考指標  

     依據指標建構規準及本預期效益之內涵，研究者僅整理出「學生

學習性向符合程度」作為參考指標，以期反映學生是否有足夠機會就

讀符合其學習性向的系所(科)。 

(1)學生學習性向符合程度 

黃政傑(2001)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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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育所反映的不只是國家社會及產

業的需求，它也要反映學生的需求。 

而張美蓮(1996)也曾提出「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大學就學機會率」

指標，可見學生能否就讀其理想的大學也是一項重要的教育指標。而

王保進(1993)、黃聖凱(2000)也都提出「前三志願入學學生比」，雖然

其建構目標是作為學生品質指標，然而研究者卻聯想到其實現行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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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大專校院開設多少系所及其招生名額，而後才供高中職學生選填

志願。另鑒於學生即使興趣再怎麼廣泛，最後終究只能選填一個志願。

因此，如果我們能夠事先調查應屆畢業生所希望就讀的第一志願系所

(科)類別，再對照目前是否有哪些類別的系所(科)招生名額總量還有所

不足，則其可能才是相對較應該擴增招生名額者。 

       因此，本研究乃採用「學生學習性向符合程度」指標，並將其操

作型定義整理為「各類系所(科)招生名額總量／應屆畢業生將各類系所

(科)列為第一志願人數」。  

2.「確保該類系所(科)有足夠學生願意就讀」之參考指標 

    依據指標建構規準及本預期效益之內涵，研究者僅整理出「願就讀

各類系所(科)人數比率」作為參考指標，以期反映該類系所(科)是否有

足夠學生願意就讀。 

(1)願就讀各類系所(科)人數比率 

前面我們曾提及的「學生學習性向符合程度」指標，是針對學生

最想就讀、然而名額不足的第一志願系所(科)類別提供擴招的參考資

訊。然而也鑒於學生可能同時具有多種可以接受的系所(科)類別(雖然

最後可能仍然只能選擇一個)，因此如果我們能事先調查出應屆畢業生

願意就讀的系所(科)類別，則我們就可以看出哪些系所(科)類別其實已

經很少學生會依據其性向來進行選填的，再對照各類系所(科)之招生名

額總量，如果我們發現某類系所(科)的招生名額總量已經超過願意就讀

的應屆畢業生，則我們可以確定該類系所(科)並不符合學生的學習性向

需求，也是相對較不應該擴增招生名額、或甚至應予適度減招的。 

因此，本研究乃採用「願就讀各類系所(科)人數比率」指標，並將

其操作型定義整理為「應屆畢業生願意就讀該類系所(科)人數／該類系

所(科)招生名額總量」。 

3.「確保學校學習環境能讓學生感到滿意」之參考指標 

依據指標建構規準及本預期效益之內涵，研究者僅整理出「學生

滿意度」作為參考指標，以期反映學校學習環境是否能讓學生感到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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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生滿意度 

林俐孜(2005)曾將「教師及學生對行政之滿意度」列為大學院校

績效衡量指標，而廖冠力(2002)也將「學生之滿意度」列為國立成功

大學學生事務處的績效衡量指標。 

有鑒於大專校院不斷擴增招生名額的趨勢下，可能造成學生們選

課、住宿床位、教室空間、運動場館、教學器材…等學習環境或資源

運用上的排擠與稀釋，因此學生的需求是否仍舊可以得到滿足，也是

我們是否同意學校或系所(科)擴增招生名額的一項重要參考資訊。誠如

魏如妤(1998)所言，美國各大專院校為了迎接績效責任的挑戰，紛紛進

行學生滿意度的評估工作，學校以學生滿意度的評估結果為依據，針

對學生不滿之處加以改善，以期改善教育品質。學校並可使用學生滿

意度評估的結果改變政策及計畫、重新檢視其資源分配比例、以及變

更服務時間等。 

另目前國內許多大專校院(如國立政治大學)皆採用線上投票系統

進行大專校院教學特優教師的評鑑，並給予每位學生一組校務行政系

統通用的帳號、密碼上網填答，且一人一票。因此這種線上投票系統

應該也相當適合作為學生滿意度的良好資料蒐集方式。 

       因此，本研究乃採用「學生滿意度」指標，並將其操作型定義整

理為「學生對學校學習環境達「滿意」以上人數／受試總人數 (註：

建議採「線上投票系統」調查之)」。 

4.「保障學生能獲得合理的教育投資報酬」之參考指標 

依據指標建構規準及本預期效益之內涵，研究者乃整理出「學生

教育資源投資報酬率」及「學生就業薪資投資報酬率」等兩項參考指

標，以期反映學生能否獲得合理的教育投資報酬。 

 (1)學生教育資源投資報酬率 

許多研究大專校院相關指標的學者們都曾提出學生教育資源的相

關指標，我們可以大致歸納出「平均每生儀器設備經費(含電腦等)」、「平

均每生圖書經費(含期刊等)」、「平均每生圖書冊數」、「平均每生期刊種

類數」、「平均每位學生教學研究及訓輔經費(含學生社團支出)」等教育

資源指標(王保進，1993；呂美霓，2003；李芊慧、吳裕益、蔡清華，

2003；林俐孜，2005；張美蓮，1996；陳惠釧，2003；教育部高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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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a、2004b；黃政傑、李隆盛，1998；黃聖凱，2000；劉莉貞，2004)。 

然而鑒於監察院趙榮耀、黃煌雄及呂溪木等委員曾以「教育資源

倒退 15 年，高教品質惡化」為由，於 2004 年 8 月 12 日對教育部提出

糾正(自由時報，2004)。再對照近年來大專校院對於學雜費紛紛喊漲的

時代趨勢來臨，例如聯合報(2004)即曾刊載「近九成大學，決漲學雜費」

的新聞。這也使得學生們不免有著享受到的教育資源越來越少，然而

所需付出的學雜費卻越來越多的雙重打擊。 

因此，本研究將採用「學生教育資源投資報酬率」指標，並因公、

私立學雜費標準不同，而將該指標之操作型定義整理為「每生平均教

育資源／每生每學年度平均學雜費支出(註：公、私立學校分別計算，

另教育資源包含學校年度儀器設備、圖書、學生教學研究及訓輔經費

等)」。 

(2)學生就業薪資投資報酬率 

李怡穎(2001)曾提出「畢業生就業薪資」作為科技大學專業系組

教育品質指標，而陳惠釧(2003)更分別提出「技專校院畢業生薪資水

準」及「技專校院畢業學生之平均起薪」作為技專校院成本效益指標。 

而有鑒於大專校院的學雜費紛紛喊漲(聯合報，2004)，學生畢業

後的就業薪資是否能夠負擔，也是相當值得我們關切的議題。姑且不

論大學教育的目的，是不是要兼顧到學生的就業。我們可以確定的是，

對低收入的家庭而言，如果學生畢業後的就業薪資並無法隨著學雜費

的調漲而提高，則學生的求學負擔，也將會較以往更加沉重許多。  

因此，本研究乃採用「學生就業薪資投資報酬率」指標，並將其

操作型定義整理為「學生畢業後前 3 年之平均年收入／每生每學年度平

均學雜費支出 (註：公、私立學校分別計算；皆不計列繼續升學或服

兵役之畢業生)」。 

(三)「符合就業市場人力與專業需求」構面 

1.「確保該類系所(科)畢業生為就業市場所需」之參考指標  

依據指標建構規準及本預期效益之內涵，研究者謹整理出「就業

市場飽和度」作為參考指標，以期瞭解該類系所(科)畢業生是否為就業

市場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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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業市場飽和度 

王保進(1993)曾提出「畢業生與就業市場配合率」作為高等教育

表現指標，而李怡穎(2001)也曾提出「畢業生就業狀況」作為科技大

學專業系組教育品質指標。 

楊少璇(2003)認為高等教育與經濟發展的關聯性顯示高等教育規

模必須契合市場的實際需求量，因而當高等教育快速擴張後將會與實

際情境產生脫節，亦即高級人才的供給量超過實際的需求量，相對的，

亦會產生人力資源配置的不當。 

而高強(1999)曾進行「台灣高等教育市場之分析研究」，其首先引

用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1997 年發表之「跨世紀人力發展計畫」中 ，

有關行業別、技術層次別及教育程度別之增補人力推估資料；其次依

行政院主計處之人力資源調查統計年報資料，依據文、法、商、理、

工、農、醫、教育、其他等 9 類科系，並區分為專科、大學、碩士、博

士等教育層級，來探討其近 6 年之勞動力、就業人數、失業人數、失業

率；最後則藉由教育部統計處資料探討其近 9 年各類科系及教育層級之

畢業人數，以期進行對照分析。其整體分析架構非常完善，惟 9 類科系

畢竟較為簡化，故稍嫌美中不足。 

另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2)也發表「我國科技人力供需問題研

究」，其中曾針對 2001 至 2011 年科技人力之學士以上畢業人數與其就

業市場需求進行預測，並分析其每年平均增補人力及人力供需狀況，

其類別包含數學統計、物理、化學、大氣地球、資訊管理、資訊工程、

電機通訊、機械工程、材料工程、環工土木、運輸航運、工業工程、

工業設計、紡織工程、生物科學、農林科學、畜牧獸醫、海洋漁業、

食品營養等；另並分別依據學士程度及碩士以上程度進行分析。雖然

這次的研究限於科技人力的供需調查，然而對於人力供需的分析已開

始有更深入的探討。 

前述的人力需求推估資料，使我們對於掌握各系所(科)所屬行業之

缺額人數等資料，可謂更具信心。甚至有鑒於我國目前在每年所得稅

申報時，可以說是對每戶薪資所得、職業等資料掌握地最為清楚。因

此如能獲得稅捐機關的協助，在申報所得稅時一併進行職業調查，或

結合營業稅等相關稅收申報措施進行公司行號的年度缺額調查，或許

更能使此種人力供需資料掌握地更為清楚且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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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為期能確保各類系所(科)畢業生為就業市場所需，事先的人

力供需預測乃是必要的，故本研究乃採用「就業市場飽和度」指標，

並將其操作型定義整理為「各類系所(科)應屆畢業生總人數／各系所(科)

所屬行業年度缺額人數 (註：缺額人數仍待政府相關單位蒐集與提

供)」。 

2.「確保畢業生能順利找到工作」之參考指標  

依據指標建構規準及本預期效益之內涵，研究者乃整理出「畢業

生就業率」及「畢業生待業期」等兩項參考指標，以期反映畢業生能

否順利找到工作。 

(1)畢業生就業率 

研究大專校院相關指標的學者們曾提出「畢業生就業狀況(或表

現、情形)」指標(李怡穎，2001；黃政傑、李隆盛，1998；劉莉貞，

2004；林俐孜，2005)，以及「畢業生就業率」指標(王保進，1993；

黃聖凱，2000；陳惠釧，2003)。  

然而有鑒於近年來大專校院招生名額不斷擴增，在有限的就業市

場需求下，是否將影響到其畢業生就業狀況或就業率，爰值得我們加

以關注。此外，大專校院所教育的對象畢竟已是達到二十歲以上的成

年人，如果大專校院要完全擺脫其應教導學生具備就業競爭力的責

任，則恐怕也會間接影響到該校在學生、產業界和社會大眾對其學術

聲望的觀感。畢竟學生畢業後的表現，象徵的正是學校或系所(科)的

品牌形象，如果學生總是無法就業或薪資極低，恐怕其學術聲望也很

難高得起來。 

因此研究者將採用「畢業生就業率」指標，來瞭解大專校院招生

名額擴增後，學生們畢業後是否仍能順利就業(尚不論及是否學用相

符)，如果學生們的就業率已嚴重受到影響，則其招生名額恐怕也就不

宜繼續擴增下去。本研究並將「畢業生就業率」指標之操作型定義整

理為「畢業生就業人數／畢業生人數 (註：皆不計列繼續升學或服兵

役之畢業生)」。 

(2)畢業生待業期 

Arabsheibani 曾以就讀科系分析畢業生在獲得第一份工作前之「待

業期」，來探討各科系畢業人力供給過剩之情況(引自高玉靜，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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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強(1999)也在調查受訪者畢業多久找到第一份工作、或是男性在退

伍之後多久找到第一份工作的結果發現，有高達 71.60%的受試者集中

在「半年內」這個選項中。有鑒於畢業生可能迫於生計而急忙找尋第

一份工作，且此第一份工作也可能是不會長久以此維生的臨時性工

作，因此研究者認為最理想的待業期指標，應該是計算畢業生自畢業

後起算之實際失業月數，才能比較客觀。 

因此，本研究將採用「畢業生待業期」指標，以瞭解近年來大專

校院招生名額擴增後，畢業生是否仍能順利找到工作。研究者並將該

指標之操作型定義整理為「畢業生失業月數／畢業生畢業後月數 

(註：皆不計列繼續升學或服兵役之畢業生)」。 

3.「確保畢業生能從事與專長相符的職業」之參考指標  

依據指標建構規準及本預期效益之內涵，研究者僅整理出「從事

專長職業人數比率」作為參考指標，以期反映畢業生能否從事與專長

相符職業之情形。 

(1)從事專長職業人數比率 

王保進(1993)曾將「畢業生與就業市場配合率」作為高等教育表

現指標。而孫志麟(1996)行易有限公司在研究中發現，1994 年專科程度

者未適當運用比率為 17.62%、大學以上程度者未適當運用比率為

12.09%，而探究其原因，發現「教育與職業不相配合」皆為專科和大學

以上程度者未適當運用之主因。高強(1999)更在「臺灣高等教育市場之

分析研究」中以「學用相關性」進行調查後發現，認為自己工作與所

學毫不相關者達 31.9%，其次是十分相關達 29.6%。 

隨著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的增加，各類系所(科)的畢業生也隨之增

多，就以職場有限的缺額而言，應該是能夠找到更多具備專業背景的

大專校院畢業生才是。換言之，其職業與所學專長相符的人數比率是

應該同步增加的。因此如果其職業與所學專長相符的人數比率不增反

減，則顯然我們雖然擴增許多招生名額，然而卻都不是就業市場上所

需要的。 

因此，本研究乃採用「從事專長職業人數比率」指標，並將其操

作型定義整理為「對其畢業系所(科)專長符合目前職業需求表達「同意」

以上人數／受試總人數 (註：建議採「線上投票系統」調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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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專校院競爭力之維持與提昇」構面 

1.「避免學校招生缺額過多，以確保學校具備招生的競爭力」之參考 

指標 

依據指標建構規準及本預期效益之內涵，研究者僅整理出「缺額

率」作為參考指標，以期反映學校之招生缺額情形及其是否具備招生

競爭力。 

(1)缺額率 

教育部統計處(2005a)在「93 學年度大專校院新生註冊率概況統計

分析」報告中指出 93 學年度全國 159 所大專校院核定總招生名額達 37

萬 9,454 人，但其中缺額數達 6 萬 471 人，亦即總缺額率達 15.94%；其

中技職體系學校之缺額率 18.15%，較一般體系之 11.94%高出許多。由

此可見，大專校院也已經不是學校提供招生名額就能夠真正招收到學

生，而如果學校或系所(科)已無法招足學生，則其不僅不應同意其擴增

招生名額，而且可能還需要酌減其招生名額。 

因此，本研究乃採用「缺額率」指標，並將其操作型定義整理為

「(教育部核定新生招生名額總量 － 新生註冊人數 － 新生保留學籍

人數) ／ 教育部核定新生招生名額總量」。 

2.「確保學校具備吸引國外學生來臺就讀之競爭力」之參考指標 

依據指標建構規準及本預期效益之內涵，研究者僅整理出「全校

招收外國學生之比例」作為參考指標，以期反映學校是否具備吸引國

外學生來臺就讀之競爭力。 

(1)全校招收外國學生之比例 

李芊慧、吳裕益、蔡清華(2003)曾將「外籍研究生比例」指標列

為大學三大功能表現指標之一，而教育部高教司(2004a)更將「全校招

收外國學生之比例」列為大學校務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之國際化程度

指標。 

國立中央大學劉全生校長也指出台灣的高等教育目前正面臨下列

問題：a.大學生源不足：十年內高中畢業生便要少於大學錄取名額，致

使一些私立大學會面臨關門退場。b.大學教育與產業界聯繫不足，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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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萬多畢業生不能找到工作，企業界也找不到等量所需人才。c.國際化

不足：來台就讀國際學生僅 7000 人。d.研究創新並未能達到國際一流

大學水平等問題(引自成功大學新聞中心，2004)。 

可見在大專校院不斷擴招、生源卻不斷減少的趨勢下，部分學校

會可能將開始面臨倒閉或退場的命運。然而雖然我國近年來由於出生

率的下降而導致學生來源有所減少，但就全國觀點而言，外國學生的

來源卻只要是我國大專校院能具備招生的競爭力，就能夠有所增加，

換言之，大專校院如果招生競爭力強則可能招收到來自歐美國家的外

籍學生(尤其我國具備學習中文、資訊科技發達等利基)，而即令競爭

力稍差，也還有機會招收到南洋國家的外籍學生，尤其近年來我國來

自印尼、越南等地的外籍配偶與外籍勞工日益增多，這也增加了在此

方面的招生契機。 

因此如果學校無法招足國內學生，但卻還能具備招收外國學生的

競爭力，則該校在高教市場的激烈競爭下應該仍有生存的一席之地，

同時此也有助於提昇我國國際形象與知名度。但同樣地，如果大專校

院既無法招收到國內學生，也無法招收外國學生，則顯示其招生競爭

力確實不足，則其招生名額乃是不應該擴增的。 

因此，本研究乃採用「全校招收外國學生之比例」指標，並將其

操作型定義整理為「(招收外國學生人數／全校學生總人數) x 100% 

(註：不含華語學習學生)」。 

3.「確保入學新生能具備一定程度的學習資質」之參考指標  

依據指標建構規準及本預期效益之內涵，研究者計整理出「錄取

率」、「全國性學科考試各科平均分數」、「全國性學科考試最優科目分

數」等 3 項參考指標，以期反映入學新生能否具備一定程度的學習資質。 

(1)錄取率 

張美蓮(1996)曾提出「各類組聯考錄取率」指標作為大學教育指

標，而李芊慧、吳裕益、蔡清華(2003)也提出「各研究所平均錄取率」

作為大學三大功能表現指標之一，黃政傑、李隆盛(1998)則提出「各

類研究所錄取率」作為大學校務綜合評鑑指標。 

而湯志民(2003)更直接指出大學聯招錄取率逐年攀升，大學聯招的

最低錄取標準逐年降低，都會促使學生素質的相對降低。因此，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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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乃採用「錄取率」指標，並將其操作型定義整理為「錄取人數／報

考人數」。 

(2)全國性學科考試各科平均分數 

蕭唯善(2004)曾在論及高等教育平均素質降低的原因時，提到因為

大學量的擴充，讓資質實無法經由一定年限學習而達到標準的學生亦

可進入大學的現象。因此在大專校院擴增招生名額的同時，如何同時

確保學生具備足夠的學習資質，乃是我們必須積極關注的。 

而王保進(1993)曾提出「學生入學成績」作為高等教育表現指標，

呂美霓(2003)也提出「入學標準」作為大學競爭力指標。這些指標的

目的，都在於希望掌握入學新生的基本素質。 

惟目前我國大專校院的招生已走向多元入學，各校招生的學科分

數標準比重也不一，因此如何能有效掌握學生的素質，爰成為一項值

得挑戰的課題。而研究者認為，鑒於各校採計之學科數不一，若以入

學成績總分或加權分數進行計算，則無法進行客觀比較。然而若以「各

原始分數總平均」，則各校錄取學生之素質即可進行客觀比較。 

因此，本研究乃採用「全國性學科考試各科平均分數」指標，並

將其操作型定義整理為「入學新生參加全國性學科考試『各科原始分

數總平均』的平均值(註：上述全國性學科考試包含學科能力測驗、大

學指定科目考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等，其中各測驗分數將分別

呈現，且不對外公開)」。 

(3)全國性學科考試最優科目分數 

然而前述「全國性學科考試各科平均分數」仍有對單一學科績優

學生不公平之嫌，例如中文學系的學生可能國文分數偏高，然而其餘

科目的分數就參差不齊，然而這卻不影響這些學生在就讀中文學系方

面的表現。 

因此延續前述學者們的見解，研究者爰進一步發展出「全國性學

科考試最優科目分數」指標，以期瞭解學生們是否至少具備就讀該類

系所(科)所應有的基本學習資質。此最優科目分數指標並可與平均分數

的指標相輔相成，以反映學生在專長成績與平均成績方面的資質與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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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研究將採用「全國性學科考試最優科目分數」指標，並將其

操作型定義整理為「入學新生參加全國性學科考試「最優科目原始分

數」的平均值 (註：上述全國性學科考試包含學科能力測驗、大學指

定科目考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等，其中各測驗分數將分別呈現，

且不對外公開)」。 

4.「確保學校對學生畢業的品質管控」之參考指標  

依據指標建構規準及本預期效益之內涵，研究者計整理出「退學

率」、「超出基本修業年限人數比率」、「研究生學術研究水平」等 3 項參

考指標，以期反映學校是否做好對學生畢業的品質管控。 

(1)退學率 

「退學率」是許多研究大專校院相關指標的學者們都曾經提出的

一項指標(王保進，1993；林俐孜，2005；張美蓮，1996；黃政傑、李

隆盛，1998)，而教育部高教司(2004a)更提出「類組學生退學率」作

為大學校務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評鑑指標。 

而我國 93 學年度上學期各大學平均退學率更降到了 0.88%的新低

數據(聯合新聞網，2005b)，對照美國大學向來以易進難出聞名(比如

哈佛淘汰率 10％)(東森新聞報，2005)，我國這種畢業把關寬鬆的趨

勢，也不免更讓社會大眾對大學生的素質感覺到沒有信心，如國立臺

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研究小組(2004)進行的「高等教育品質民意調查」

中即發現，約七成五(75.5%)的民眾同意「我國大學教育品質持續低落」

的說法；而商業周刊進行「臺灣大學生競爭力調查」後，更發現有 63
％的教授認為，目前臺灣大學生的整體表現比起十年前的大學生要差

(楊少璇，2003)。 

因此，為瞭解學校能否對學生畢業的品質進行管控，研究者爰採

用「退學率」指標，並將其操作型定義整理為「退學人數／學生人數」。 

(2)超出基本修業年限人數比率 

由於我國 94 學年度大學考試分發入學錄取率已達 89.08％(中時電

子報，2005)，因此容易進入大學的趨勢已儼然成形。然而如果畢業條

件也同樣變得容易，則社會大眾不免更會看輕大專校院學歷的取得，

亦即形成所謂學位或文憑貶值的結果(吳京，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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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鑒於美國大學向來也以易進難出聞名(比如哈佛淘汰率 10

％)(東森新聞報，2005)，而所謂難出，除了退學率高以外，還有一種

現象正是修業年限相對較長。 

因此，本研究爰採用「超出基本修業年限人數比率」指標，以期

瞭解學校是否對學生畢業的品質嚴格管控，茲並將該指標之操作型定

義整理為「超出基本修業年限人數／應屆畢業年級總人數」。 

(3)研究生學術研究水平 

由於碩、博士班的研究生與大學部學生最大的不同，正在於學術

研究方面的要求與表現不同，且通常研究生在提論文口試前往往需要

有參加學術研討會或發表論文等要求，因此隨著碩、博士班的不斷增

設與擴招，如何確保研究生的素質，實需要一個客觀而公正的指標以

掌握其適切資訊。 

而李芊慧、吳裕益、蔡清華(2003)、張美蓮(1996)、黃政傑、李

隆盛(1998)等學者都曾提出「平均每位研究生發表論文數」指標，也

足見研究生在論文發表等學術研究的表現相當受到重視。 

因此，本研究乃採用「研究生學術研究水平」指標，並將其操作

型定義整理為「研究生學術研究水平積分／研究生人數 (註：其中學

術研究水平積分係指依 SSCI、TSSCI、SCI、EI 或 A&HCI 等學術期刊論

文、具審查機制之專書論著、一般期刊論文、學術研討會論文、藝術

系所之公開展演等不同權重積分之累加結果)」。 

綜上所述，研究者謹將上述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指標之操作型

定義、參考文獻來源與其對應之預期效益整理如表 2-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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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 指  標 指標操作型定義 指標參考來源 

1-1 校舍面積情況 
(實有校舍面積－應有校舍面積)／應有校舍
面積 x100 %   
(註：依教育部規定計算) 

教育部高教司(2004a、
2004b 、2005d)、教育部技
職司(2005a) 1.確保學校有充足校

舍空間以進行教學 
1-2 平均每生校舍面積 實有校舍面積／學生人數 

王保進(1993)、張美蓮

(1996)、黃政傑、李隆盛

(1998)、黃聖凱(2000)、劉

莉貞(2004) 

2-1 加權生師比 

大專校院學生人數加權總量／大專校院教師

人數加權總量  
(註：依教育部規定，碩士生 x 2 倍、博士生

x 3 倍，另 4 位兼任教師折抵 1 位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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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惠釧

(2003)、黃聖凱(2000)、教

育部高教司(2004a、2004b、

2005d)和教育部技職司

(2005a) 

2.避免教師負擔過

重，以維持教學品

質 

2-2 專任教師平均授課時數 專任教師授課時數／專任教師人數 

林俐孜(2005)、張美蓮

(1996)、黃政傑、李隆盛

(1998)、黃聖凱(2000)、劉

莉貞(2004)、教育部高教司

(2004a) 

3-1 專任助理教授以上人數

比率 專任助理教授以上人數／專任教師人數 

林俐孜(2005)、張美蓮

(1996)、黃政傑、李隆盛

(1998)、黃聖凱(2000)、劉

莉貞(2004)、教育部高教司

(2004a、2004b、2005d)、教

育部技職司(2005a) 

3-2 系所(科)專任師資結構符

合率 

系所(科)現有專任教師人數／系所(科)應有

專任師資人數  
(註：依教育部規定計算) 

教育部高教司(2005a、

2005d) 

3-3 研究所專任助理教授以

上人數 

研究所專任助理教授以上人數／研究所數 

(註：研究所含碩、博士班，名稱相同之碩博

士班併計) 

劉莉貞(2004)、教育部高教

司(2004a、2004c、2005d) 

3-4 博士班專任副教授以上

人數 博士班專任副教授以上人數／博士班數 
李芊慧、吳裕益、蔡清華

(2003)、劉莉貞(2004)、教

育部高教司(2004a、2004b)

3-5 專任教師獲博士學位比

率 獲得博士學位之專任教師數／專任教師人數 

張美蓮(1996)、黃政傑、李

隆盛(1998)、黃聖凱(2000)

、王保進(1993)、李芊慧、

吳裕益、蔡清華(2003)、林

俐孜(2005)、教育部高教司

(2004a、2004b) 

3.確保學校有良好師

資素質與結構 

3-6 專任教師學術研究水平 

專任教師學術研究水平積分／專任教師人數 

(註：其中學術研究水平積分係指依 SSCI、
TSSCI、SCI、EI 或 A&HCI 等學術期刊論文、

具審查機制之專書論著、一般期刊論文、學

術研討會論文、藝術系所之公開展演等不同

權重積分之累加結果) 

王保進(1993)、李芊慧、吳

裕益、蔡清華(2003)、李怡

穎(2001)、林俐孜(2005)、

張美蓮(1996)、劉莉貞

(2004)、黃政傑、李隆盛

(1998)、黃聖凱(2000)、教

育部高教司(2004a、2004b)

表 2-3-1：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與指標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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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 指  標 指標操作型定義 指標參考來源 

4.使學生有足夠機會

就讀符合其學習性

向的系所(科) 
4-1 學生學習性向符合程度 各類系所(科)招生名額總量／應屆畢業生將

各類系所(科)列為第一志願人數 
張美蓮(1996)、王保進

(1993)、黃聖凱(2000) 

5.確保該類系所(科)
有足夠學生願意就

讀 

5-1 願就讀各類系所(科)人數

比率 
應屆畢業生願意就讀該類系所(科)人數／ 
該類系所(科)招生名額總量 研究者建構 

6.確保學校學習環境

能讓學生感到滿意 6-1 學生滿意度 
學生對學校學習環境達「滿意」以上人數／

受試總人數  
(註：建議採「線上投票系統」調查之) 

林俐孜(2005)、廖冠力

(2002)、魏如妤(1998) 

7-1 學生教育資源投資報酬

率 

每生平均教育資源／每生每學年度平均學雜

費支出  
(註：公、私立學校分別計算，另教育資源包

含學校年度儀器設備、圖書、學生教學研究

及訓輔經費等) 

王保進(1993)、呂美霓

(2003)、李芊慧、吳裕益、

蔡清華(2003)、林俐孜

(2005)、張美蓮(1996)、陳

惠釧(2003)、教育部高教司

(2004a、2004b)、黃政傑、

李隆盛(1998)、黃聖凱

(2000)、劉莉貞(2004) 

7.保障學生能獲得合

理的教育投資報酬 

7-2 學生就業薪資投資報酬

率 

學生畢業後前 3 年之平均年收入／每生每學

年度平均學雜費支出           

(註：公、私立學校分別計算；皆不計列繼續

升學或服兵役之畢業生) 

李怡穎(2001)、陳惠釧

(2003) 

8.確保該類系所(科)
畢業生為就業市場 
所需 

8-1 就業市場飽和度 

各類系所(科)應屆畢業生總人數／各系所

(科)所屬行業年度缺額人數 
(註：缺額人數仍待政府相關單位蒐集與提

供) 

王保進(1993)、李怡穎

(2001)、高強(1999)、行政

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2) 

9-1 畢業生就業率 畢業生就業人數／畢業生人數 
(註：皆不計列繼續升學或服兵役之畢業生) 

王保進(1993)、李怡穎

(2001)、林俐孜(2005)、陳

惠釧(2003)、黃政傑、李隆

盛(1998)、黃聖凱(2000)、

劉莉貞(2004) 

9.確保畢業生能順利

找到工作 

9-2 畢業生待業期 畢業生失業月數／畢業生畢業後月數 
(註：皆不計列繼續升學或服兵役之畢業生) 高玉靜(1998)、高強(1999)

10.確保畢業生能從事

與專長相符的職

業 
10-1 從事專長職業人數比率

對其畢業系所(科)專長符合目前職業需求表

達「同意」以上人數／受試總人數 
(註：建議採「線上投票系統」調查之) 

王保進(1993)、孫志麟

(1996)、高強(1999) 

11.避免學校招生缺額

過多，以確保學校 
具備招生的競爭

力 

11-1 缺額率 
(教育部核定新生招生名額總量－新生註冊

人數－新生保留學籍人數)／教育部核定新

生招生名額總量 
教育部統計處(2005a) 

12.確保學校具備吸引

國外學生來臺就

讀之競爭力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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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100%  
(註：不含華語學習學生) 

李芊慧、吳裕益、蔡清華

(2003)、教育部高教司

(2004a) 

13.確保入學新生能具

備一定程度的學習

資質 
13-1 錄取率 錄取人數／報考人數 

張美蓮(1996)、李芊慧、吳

裕益、蔡清華(2003)、黃政

傑、李隆盛(1998)、湯志民

(2003) 

 

表 2-3-1：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與指標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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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 指  標 指標操作型定義 指標參考來源 
13-2 全國性學科考試各科平

均分數 
入學新生參加全國性學科考試「各科原始分

數總平均」的平均值  
(註：上述全國性學科考試包含學科能力測

驗、大學指定科目考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

測驗等，其中各測驗分數將分別呈現，且不

對外公開) 

王保進(1993)、呂美霓

(2003) 

13-3 全國性學科考試最優科

目分數 

入學新生參加全國性學科考試「最優科目原

始分數」的平均值 
(註：上述全國性學科考試包含學科能力測

驗、大學指定科目考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

測驗等，其中各測驗分數將分別呈現，且不

對外公開) 

王保進(1993)、呂美霓

(2003) 

14-1 退學率 退學人數／學生人數 

王保進(1993)、林俐孜

(2005)、張美蓮(1996)、黃

政傑、李隆盛(1998)、教育

部高教司(2004a) 

14-2 超出基本修業年限人數

比率 
超出基本修業年限人數／應屆畢業年級總人

數 研究者建構 14.確保學校對學生畢

業的品質管控 

14-3 研究生學術研究水平 

研究生學術研究水平積分／研究生人數 
(註：其中學術研究水平積分係指依 SSCI、
TSSCI、SCI、EI 或 A&HCI 等學術期刊論文、

具審查機制之專書論著、一般期刊論文、學

術研討會論文、藝術系所之公開展演等不同

權重積分之累加結果) 

李芊慧、吳裕益、蔡清華

(2003)、張美蓮(1996)、黃

政傑、李隆盛(1998) 

 

 

表 2-3-1：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與指標對照表(續)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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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將探討「驗證性因素分析」之理論基礎，同時並探討如何應用「驗

證性因素分析」以建立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之因素模式。 

然而何謂「因素分析」？邱皓政(2003)認為「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是一套用來簡化變項、分析變項間的群組關係、或尋找變項背後共同的潛

在構念的統計技術。至於「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則是指研究者在研究之初已提出某種特定的結構關係的假設，而因

素分析則用來確認其資料的模式是否即為研究者預期的形式(邱皓政，

2003)；而其也正是「結構方程模式」體系裡的「測量模式」(黃芳銘，2004)。 

研究者經參考邱皓政(2003)、黃芳銘(2004)對於結構方程模式之建議程

序及步驟後，謹將驗證性因素分析之主要流程整理如圖2-4-1所示，其中並

將論述如何於各流程中進行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之因素

模式建構： 

一、理論發展 

     「理論發展」乃係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之因素模式

建構的首要步驟。而由於過去以來並無學者專家直接針對大專校院招生

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提出完整的理論模式，因此本研究爰廣泛蒐集大

專校院各項指標理論與應用、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之政策沿革與

現況等相關文獻，並藉由 Mind Manager 思維管理軟體整理大專校院招生

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與指標之相關文獻後，獲得總量管制預期效益與

指標的初始架構。之後並經過專家效度的施測及修正後，獲得一個能讓

更多人所接受的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與指標的基本理論

架構。 

二、模式界定 

      以下將分別以「模式界定的理論基礎」、「模式界定的策略」、「競爭

模式之效用與設定」等三個部分來進行模式界定的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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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發展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模式界定
(Model Specification)

模式識別
(Model Identification)

取樣與測量 
(Sampling and Measurement) 

參數估計 
(Parameter Estimation)

模式修正 
(Model Modification) 

模式適配檢定 
(Model-fit evaluation)

模式建立與解釋
(Model Establishment and Explanation) 

是否達可

接受程度

圖 2-4-1：驗證性因素分析之主要流程圖 

資料來源：修正自邱皓政(2003)、黃芳銘(2004)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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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式界定的理論基礎 

由於本研究係採用驗證性因素分析進行模式建構，而驗證性因素分

析即屬於結構方程模式中的「測量模式」(邱皓政，2003；黃芳銘，2004)，

故研究者謹整理其理論基礎，亦即測量模式之矩陣方程式如下(黃芳

銘，2004)： 

X  = Λxξ + δ  …………………… (1) X 變項測量模式方程式 

     Y  = Λyη + ε  …………………… (2) Y 變項測量模式方程式 

註：其中 E(η)=0 ，E(ξ)=0，E(ε)=0，E(δ)=0； 

且ε與「η、ξ、δ」無相關；δ與「ξ、η、ε」無相關。 

 

另有關結構方程模式之符號定義，謹整理如表 2-4-1。該表所稱「觀

察變項」又稱為測量變項或顯在變項，其乃是指可以直接測量的變項，

亦即其資料是可以直接獲得的(邱皓政，2003；黃芳銘，2004)。至於「潛

在變項」則是指無法直接測量而需藉由觀察變項加以反映的獨立理論或

假設構念(黃芳銘，2004)。 

表 2-4-1：結構方程模式之測量模式矩陣方程式符號對照表 

符  號 定  義 
X   觀察自變項  (即 X 變項) 
Λx  (唸 lambda x )  觀察自變項被潛在自變項解釋的迴歸矩陣 
λx  (唸 lambda x )  觀察自變項被潛在自變項解釋的迴歸係數 
ξ   (唸 Xi ) 潛在自變項 
Φ   (唸 phi) ξ與ξ之間的變異數／共變數矩陣 
δ   (唸 delta ) 觀察自變項的測量誤 
Y   觀察依變項 (即 Y 變項) 
Λy  (唸 lambda y )   觀察依變項被潛在依變項解釋的迴歸矩陣 
λy  (唸 lambda y )  觀察依變項被潛在依變項解釋的迴歸係數 
η   (唸 eta ) 潛在依變項 
ε   (唸 epsilon ) 觀察依變項的測量誤 
Θε (唸 theta-epsilon) ε之間的共變數矩陣 
β   (唸 beta) 潛在依變項與潛在依變項間的迴歸係數 
B    (唸 beta)  潛在依變項被潛在依變項解釋之迴歸矩陣 
γ   (唸 gamma)  潛在自變項與潛在依變項的迴歸係數 
Γ   (唸 gamma) 潛在依變項被潛在自變項解釋之迴歸矩陣 
ζ   (唸 zeta) 殘差 (又稱潛在干擾) 
ψ    (唸 psi) ζ與ζ之間的共變數矩陣 

資料來源：整理自邱皓政(2003)、陳正昌等(2003)、黃芳銘(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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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有關表 2-4-1 所稱「自變項」也可稱為獨立變項、外因變項

或外衍變項等，指的是被假定為因的變項；至於「依變項」則也可稱為

依賴變項、內因變項或內衍變項等，指的是被假定為果的變項(王保進，

2004；余民寧，2006；邱皓政，2003；陳正昌等，2003；黃芳銘，2004)。 

藉由上述名詞的組合，我們可整理出「潛在自變項」(Latent 
Independent Variables)、「潛在依變項」(Latent Dependent Variables)、「觀

察自變項(Observed Independent Variables)、「觀察依變項」(Observed 
Dependent Variables)等四種名詞(陳正昌等，2003)。 

此外，為使結構方程模式之測量模式的後續「參數估計」得以有效

進行，本研究亦必須在模式界定時依下列 6 項原則進行參數設定(邱皓

政，2003)： 

1.所有的自變項的變異數都是模式的參數。 

2.所有的自變項之間的共變數都是模式的參數(除了基於理論假設被設

定為 0或特定數值者)。 

3.所有與潛在變項有關的因素負荷量都是模式的參數(除了基於理論假

設被設定為 0或特定數值者)。 

4.所有觀察變項之間或潛在變項之間的迴歸係數都是模式的參數(除了

基於理論假設被設定為 0或特定數值者)。 

5.與依變項有關的量數(例如依變項的變異數，或是依變項之間的共變

數，或是依變項與自變項之間的共變數)，都不是模型的參數。 

6.對於每一個潛在變項，必須給定一個適當的潛在量尺。 

 

 

 (二)模式界定的策略 

黃芳銘(2004)提出了嚴格驗證策略、競爭模式策略、模式發展策略

等三種「模式界定」的策略。然而「嚴格驗證策略」在堅守特定理論下

很容易導致模式建立失敗的結果，且堅守特定理論有時也未盡合理，畢

竟任何理論隨著應用情境的不同應該都有適度修正的空間。另「競爭模

式策略」雖能符合一組經驗資料能同時具有許多適配的模式的實際情況

(黃芳銘，2004)，但由於實際研究過程中各種可能的競爭模式可能多達

數十種、甚至於數百種，且礙於研究時限及篇幅並不可能逐一詳列，因

此提出幾種可能的簡化模式乃是實際上常有的作法，惟這種簡化模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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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要求不能再有適度的模式修正，則仍然可能導致所有競爭模式皆建立

失敗的結果。因此「模式發展策略」乃是能有效建立模式的一個理想策

略，只是模式不斷修正的結果也可能導致模式最後只適用於本組經驗資

料，而無法推論到其他樣本或母群體(黃芳銘，2004)。因此為避免這樣

的結果發生，事後的「交叉驗證」(cross-validation，又譯作複核效

度)乃是克服此問題的重要檢定方法(余民寧，2006)。而余民寧(2006)也

指出模式修正過程會使得資料分析變成探索性的，然而模式修正後若能

再經得起其他獨立樣本的交叉驗證，這才能證實該模式是真的被驗證

的。 

綜上所述，研究者將以「競爭模式策略為輔、模式發展策略為主」

的方式來進行模式界定，亦即本研究將參考黃芳銘(2004)採用的「虛無

模式」、「單一因素模式」、「多因素直交模式」、「多因素斜交模式」、「二

階因素模式」等五種典型的競爭模式作為基礎，並進行比較後找出其中

適配情形最佳之模式，再據以依模式修正指數(MI)、因素負荷量期望改

變量及理論適當性進行適度的模式修正，經交叉驗證通過後，藉此模式

發展過程建構出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之因素模式。 

 (三)競爭模式之效用與設定 

本研究一開始所整理出來的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

之因素模式，是藉由 Mind Manager 思維管理軟體廣泛蒐集相關文獻後進

行邏輯性的歸納分析而來，其並歷經專家效度的施測，以正式決定其因

素模式的基本架構。而也鑒於過去並無學者專家提出過大專校院招生名

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之因素模式，因此這個部分可能尚無法在大專校院

教師、職員與學生之間取得共識，故研究者認為能容許潛在因素構面之

間存在相關的「多因素斜交模式」可能會比較符合實際情況。但也為了

避免這樣直接採用多因素斜交模式過於獨斷，研究者爰希望進一步釐清

幾個問題：亦即共同因素(即潛在因素構面)是不是真的存在(可藉由沒有

共同因素的「虛無模式」進行對照)？潛在因素構面是不是只有一個會

比較好(可藉由只有一個因素構面的「單一因素模式」進行對照)？潛在

因素構面之間也許界定成相互獨立(即沒有相關)會得到較好的表現(可

藉由因素構面之間相互獨立的「多因素直交模式」進行對照)？潛在因

素構面的背後是否存在著一個斜交轉軸所看不到的更高階的因素構面

(可藉由具有一更高階因素構面的「二階因素模式」進行對照)？雖然上

述五種典型模式(含多因素斜交模式)並不能窮盡所有可能的模式，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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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已儼然能夠解決上述幾個關鍵性的問題。而這也正是本研究採用上述

五種典型競爭模式的效用所在。 

而要進行上述五種競爭模式的設定之前，首先便必須先進行變項的

設定。而由於本研究係採用驗證性因素分析(即測量模式)進行大專校院

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之因素模式建構，亦即係以觀察變項來建構

潛在變項或者假設性的構念為主(黃芳銘，2004)，因此在變項的設定上

除「二階因素模式」需另外處理外，其餘四個模式皆是將各預期效益設

定為「觀察自變項」，而預期效益之潛在因素構面則設定為「潛在自變

項」，並據以探討出其模式關係。此部分稍後將詳細說明。 

前述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即觀察自變項)主要藉

由研究工具「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與其指標調查問卷」

之第 1 題至第 14 題求得。惟由於各題之「預期效益」敘述過長，鑒於

LISREL 軟體目前只能接受 8 個字母的英文命名或 4 個字的中文命名(黃

芳銘，2004)。因此本研究爰先將 14 個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

效益與其所屬構面整理為 4 個字的中文簡稱，詳如表 2-4-2 所示： 

 

項次 預  期  效  益  簡 稱 

潛在因素一 「保障大專校院教學品質」構面 教學品質 

第 1 題 確保學校有充足校舍空間以進行教學 校舍空間 

第 2 題 避免教師負擔過重，以維持教學品質 教師負擔 

第 3 題 確保學校有良好師資素質與結構 師資素質 

潛在因素二 「符合學生性向與需求」構面 學生需求 

第 4 題 使學生有足夠機會就讀符合其學習性向的系所(科) 學習性向 

第 5 題 確保該類系所(科)有足夠學生願意就讀 學生願讀 

第 6 題 確保學校學習環境能讓學生感到滿意 學生滿意 

第 7 題 保障學生能獲得合理的教育投資報酬 教育報酬 

潛在因素三 「符合就業市場人力與專業需求」構面 市場需求 

第 8 題 確保該類系所(科)畢業生為就業市場所需 職場需求 

第 9 題 確保畢業生能順利找到工作 順利就業 

第 10 題 確保畢業生能從事與專長相符的職業 學用相符 

潛在因素四 「大專校院競爭力之維持與提昇」構面 具競爭力 

第 11 題 避免學校招生缺額過多，以確保學校具備招生的競爭力 避免缺額 

第 12 題 確保學校具備吸引國外學生來臺就讀之競爭力 招外籍生 

第 13 題 確保入學新生能具備一定程度的學習資質 新生資質 

第 14 題 確保學校對學生畢業的品質管控 畢業管控 

二階因素 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 管制效益 

表 2-4-2：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與其構面之簡稱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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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則進一步針對前述五個典型競爭模式進行設定如下： 

1.虛無模式 

     假設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之因素模式中沒有任何

共同因素(即潛在因素構面)存在，亦即任兩個以上的觀察變項之間均無

法歸納在任何一個潛在因素構面底下，且觀察變項皆各自受到不同的獨

立因素影響。這種模式往往不容易達到模式適配，但卻相當適合作為一

系列競爭模式比較的基底模式。亦即當虛無模式被證明無法達到模式適

配後，其餘模式的比較也才能夠順理成章地進行(黃芳銘，2004)。有關

本研究之虛無模式關係，謹參考陳正昌等(2003)的意見後整理如圖 2-4-2

所示。 

2.單一因素模式 

      研究者參考邱皓政(2003)、黃芳銘(2004)等人的作法後，將本研究「單

一因素模式」設定如下： 

  (1)本模式中將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設定為 14 個觀察自

變項(X)，且其全部皆歸納為同一個因素構面(即潛在自變項ξ)，該因

素構面並命名為「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本研究將

其簡稱為「管制效益」)。 

(2)為使此潛在自變項(即因素構面)的量尺得以確立，以使模式能夠識

別，故此潛在自變項之變異數將設定為 1.00。 

(3)每一個觀察自變項皆受到同一個潛在自變項影響，產生 14 個因素負

荷量(λ)；亦即 14 個觀察變項皆有一個非 0 的因素負荷量在此一潛在

自變項上。 

(4)模式中有 14 個觀察自變項的測量誤(δ)，其變異量被自由估計；另各

個測量誤之間被視為獨立而沒有共變的相關。 

若此模式能夠成功建立且適配情形最佳，則表示這 14 個觀察變項會

受到一個共同潛在因素所影響(黃芳銘，2004)。有關單一因素模式之路

徑關係，詳如圖 2-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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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之虛無模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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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3：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之單一因素模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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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因素直交模式 

      研究者參考邱皓政(2003)、黃芳銘(2004)等人的作法後，將本研究「多

因素直交模式」設定如下： 

(1)設 14 個觀察自變項能夠歸納為 4 個因素構面(即潛在自變項ξ)，且各

因素構面之間是彼此獨立的。 

(2)為使此 4 個潛在自變項(即因素構面)之量尺得以確立，以使模式能夠

識別，故每個潛在自變項之變異數將設定為 1.00。 

(3)每一個觀察自變項僅受到單一潛在自變項之影響，產生 14 個因素負

荷量(λ)；亦即 14 個觀察變項各有一個非 0 的因素負荷量在其潛在自

變項上，且對其他潛在自變項的因素負荷量是 0。 

(4)模式中有 14 個觀察自變項的測量誤(δ)，其變異量被自由估計；另各

個測量誤之間被視為獨立而沒有共變的相關。 

若此模式能夠成功建立，則表示此 4 個潛在因素構面(又稱共同因素)

皆為分別獨立的不同構念(黃芳銘，2004)，且其將獨立地對其所屬觀察

變項產生影響。有關多因素直交模式之路徑關係如圖 2-4-4 所示。 

 

4.多因素斜交模式 

      研究者參考邱皓政(2003)、黃芳銘(2004)等人的作法後，將本研究「多

因素斜交模式」設定如下： 

(1)設 14 個觀察自變項能夠歸納為 4 個因素構面(即潛在自變項ξ)，且各

因素構面之間是彼此相關的；亦即各因素構面之共變允許自由估計，

且將產生多個相關係數參數(φ)。 

(2)為使此 4 個潛在自變項(即因素構面)之量尺得以確立，以使模式能夠

識別，故每個潛在自變項之變異數將設定為 1.00。 

(3)每一個觀察自變項僅受到單一潛在自變項之影響，產生 14 個因素負

荷量(λ)；亦即 14 個觀察自變項各有一個非 0 的因素負荷量在其潛在

自變項上，且對其他潛在自變項的因素負荷量是 0。 

(4)模式中有 14 個觀察自變項的測量誤(δ)，其變異量被自由估計；另各

個測量誤之間被視為獨立而沒有共變的相關。 

若此模式能夠成功建立且獲得最佳適配結果，則表示此 4 個因素構

面是可以區別的，且同時此 4 個因素構面之間也是相互關連的。有關多

因素斜交模式之關係詳如圖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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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4：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之多因素直交模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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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5：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之多因素斜交模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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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二階因素模式 

      由於「二階因素模式」將涉及兩種不同階層的潛在因素之比較，因

此已不像前述四種模式屬於單純「觀察自變項」與「潛在自變項」之間

的關係。陳正昌等(2003)更指出在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中，X(觀察自變

項)的測量模式已經不見，只剩下 Y (觀察依變項)的測量模式及η(潛在

依變項)的結構方程模式。 

研究者於是參考王保進(2004)、邱皓政(2003)、陳正昌等(2003)的作

法進一步將初階因素構面界定為「潛在依變項」，並將高階因素界定為

「潛在自變項」。有關「二階因素模式」之具體設定內容謹參考邱皓政

(2003)、陳正昌等(2003)等人的作法後設定如下： 

(1)將 14 個觀察變項改設為觀察依變項，且其能歸納為 4 個初階因素構

面(屬潛在依變項η)，且各初階因素構面之間已沒有直接相關存在，

但各初階因素構面還能夠進一步歸納為一個更高階的因素(屬潛在自

變項ξ)來解釋，而本研究將此更高階的因素命名為「大專校院招生

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簡稱為「管制效益」)，且此高階因素並不

以觀察變項直接進行建構。 

(2)各初階因素構面由於受到同一個高階因素的影響，因此將產生與初階

因素構面同數量的結構參數(即潛在變項迴歸係數參數γ)。 

(3)各初階因素構面被高階因素解釋不足之處將各列為殘差(ζ，又稱潛

在干擾)，其變異量被自由估計。 

(4)由於二階因素模式涉及潛在自變項及潛在依變項之間的關係，故為使

潛在變項之量尺得以確立，以使模式能夠識別，因此改設定各觀察依

變項中其信度(R
2 
)值最高者的因素負荷量為 1，亦即將觀察依變項的單

位設定為潛在依變項的參考量尺，以使潛在依變項的變異數得以自由

估計。 

(5)每一個觀察依變項僅受到單一潛在依變項之影響，產生 14 個因素負

荷量(λ)；亦即 14 個觀察依變項各有一個非 0 的因素負荷量在其潛在

依變項上，且對其他潛在依變項的因素負荷量是 0。 

(6)模式中有 14 個觀察依變項的測量誤(ε)，其變異量被自由估計；另各

個測量誤之間被視為獨立而沒有共變的相關。 

若此模式能夠成功建立，則表示此 4 個初階因素構面是可以區別

的，且同時此 4 個初階因素構面之間還能進一步歸納出一個更高階的因

素(黃芳銘，2004)。而有關二階因素模式的關係詳如圖 2-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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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6：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預期效益之二階因素模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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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式識別 

  「模式識別」係指讓一個結構方程模式的模型具有統計與方法上的

可識別性，以使各項估計程序與統計決策過程可以順利進行(邱皓政，

2003)。其旨在處理研究者所提的模式究竟能獲得多少解的問題(黃芳

銘，2004)。 

      而研究者在整理模式識別條件後，發現測量模式可以採用的適當模

式識別條件大致如下(邱皓政，2003；黃芳銘，2004)： 

(一)ｔ法則： 

t 法則是模式識別的必要條件而非充份條件。假設有ｐ個觀察自變

項，ｑ個觀察依變項，則所形成的共變數矩陣要素共有 1/2(p+q)(p+q+1)

個；另 t 則代表模式中的自由估計參數數目。故若要達到模式識別，則

t 應該達到下列條件(邱皓政，2003；黃芳銘，2004)： 

        t ≦ DP 

             DP = 1/2(p+q)(p+q+1) 

其中 t = DP 表示「正好識別」(可求出唯一解)， t < DP 則表示「過

度識別」(可求出二個以上的解)。此外，若 t > DP 則表示「低識別」(至

少有一參數無法獲得唯一解)，亦即模式無法獲得識別。 

  (二)虛無 B 矩陣法則與遞迴規則： 

      所謂「B 矩陣」是指潛在依變項被潛在依變項解釋之迴歸矩陣(邱

皓政，2003)。而「虛無 B 矩陣法則」(Null B Rule)乃是模式識別之充分

條件而非必要條件(即有之必然，無之不必然)，係指沒有任何潛在依

變項去影響其他的依變項，也就是沒有任何結構關係的假設時，也就

沒有任何結構參數(β)的估計，亦即 B 矩陣為 0，此時Φ、Γ、ψ等矩

陣未知參數數目為導出矩陣(Σ)識別參數數目的函數，故整個模式可以

順利識別(邱皓政，2003；黃芳銘，2004)。 

       「遞迴規則」可允許 B≠0，但要求 B 矩陣呈現三角形狀態(對稱

矩陣，所有變項間的結構參數均加以估計)，且ψ矩陣呈現對角線狀態

(表示僅估計干擾項的變異數，干擾項的相關不列入估計)，而這個規

則也同樣是模式識別的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邱皓政，2003；黃芳

銘，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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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潛在變項量尺的設定： 

      「潛在變項量尺的設定」是測量模式模式識別的必要條件而非充

分條件(即有之不必然，無之必不然)。通常有下列兩種方法來賦予潛

在變項尺度(邱皓政，2003)： 

     1.將潛在變項的變異數設定為 1。亦即將潛在變項強制以標準化變異

數來作為共同單位。 

    2.將潛在變項所影響的各觀察變項中，指定其中一個變項的因素負荷

量(或稱迴歸係數)為 1。亦即將觀察變項的單位設定為潛在變項的參

考量尺，並使潛在變項之變異數得以自由估計。然而究竟應指定哪

一個變項呢？黃芳銘(2004)指出有些學者認為應選擇最有信度的那

一個觀察變項為之。 

當潛在變項作為影響別人的自變項時(即潛在自變項)，上述兩種

方法皆可用來設定測量模式的單位；但當潛在變項作為被他人影響的

依變項時(即潛在依變項)，則此時應設定觀察變項的因素負荷量為

1，使潛在變項的變異數可以自由估計(邱皓政，2003)。 

   (四)獨立叢集策略： 

       「獨立叢集策略」(independent cluster basis)為 McDonald 曾提出的

一個較溫和的模式識別策略，係指當潛在變項之間具有相關假設時，

每一個潛在變項至少需兩個純化的觀察變項；而當潛在變項之間不具

有相關的假設時，每一個潛在變項需要至少具有三個純化的觀察變項

(邱皓政，2003)。這也是驗證性因素分析(即測量模式)的一項重要的

模式識別條件。 

       而前述五個競爭模式中，除了「虛無模式」只是無需寫程式繪製

路徑圖的基底模式(黃芳銘，2004)，故通常亦無涉於模式識別的問題

外，其餘四個模式是否能夠符合前述四個模式識別條件，我們可事先

依據前述其模式界定結果進行判斷，研究者加以檢定後發現這四個模

式都是可以識別的，謹將其模式檢定過程與結果整理如表 2-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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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3：四種競爭模式之模式識別檢定 

模式別 

識別條件 

單一因素 

模式 

多因素 

直交模式 

多因素 

斜交模式 

二階因素 

模式 

1. t=28 1. t=28 1. t=34 1. t=32 

2. p=14 2. p=14 2. p=14 2. p=0 

3. q=0 3. q=0 3. q=0 3. q=14 

4.DP=1/2(p+q) 

(p+q+1)= 105 

4.DP=1/2(p+q) 

(p+q+1)= 105 

4.DP=1/2(p+q) 

(p+q+1)= 105 

4.DP=1/2(p+q) 

(p+q+1)= 105 

ｔ法則 

5.因 t<DP，屬過度

識別，符合 t 法則 

5.因 t<DP，屬過度

識別，符合 t 法則

5.因 t<DP，屬過度

識別，符合 t 法則

5.因 t<DP，屬過度

識別，符合 t 法則

虛無 B 矩

陣法則與

遞迴規則 

沒有潛在依變項

與潛在依變項之

間的迴歸矩陣，符

合虛無 B 矩陣法則 

沒有潛在依變項

與潛在依變項之

間的迴歸矩陣，符

合虛無 B 矩陣法則

沒有潛在依變項

與潛在依變項之

間的迴歸矩陣，符

合虛無 B 矩陣法則

沒有潛在依變項

與潛在依變項之

間的迴歸矩陣，符

合虛無 B 矩陣法則

潛 在 變 項

量尺設定 

將潛在變項的變

異數設定為 1。 

符合設定。 

將潛在變項的變

異數設定為 1。 

符合設定。 

將潛在變項的變

異數設定為 1。 

符合設定。 

將潛在變項影響

的各觀察變項

中，指定一個變項

的因素負荷量為

1。符合設定。 

獨立叢集

策略 

1 個潛在自變項影

響 14 個觀察自變

項。符合該策略。 

4 個潛在自變項分

別影響 3 至 4 個觀

察自變項。符合該

策略。 

4 個潛在自變項分

別影響 3 至 4 個觀

察自變項。符合該

策略。 

1 個潛在自變項影

響 4 個潛在依變

項，而 4 個潛在依

變項分別影響 3 至

4 個觀察依變項。

符合該策略。 

檢定結果 模式可識別 模式可識別 模式可識別 模式可識別 

四、取樣與測量 

      此流程旨在選擇適當的取樣方法進行施測，以期蒐集到適當的觀察

變項資料，並作為後續模式建構與分析之用。其中由於結構方程模式的

結果與樣本結構及測量品質有密切關係，亦即可能有「樣本的依賴性」

產生，因此研究者必須謹慎的選取研究樣本以維護測量的品質(邱皓

政，2003；黃芳銘，2004)。 

      而本研究將依「群體普查」的精神廣泛蒐集樣本資料並建立資料

庫，再以「分層隨機抽樣」方式隨機選取相同數量的適當人數進行分析，

因此其測量結果應能接近於母群的性質。其次研究者亦藉由網路問卷設

計「漏填提示」功能，因此所有受試者將不會有漏填選項的情形產生，

此對於測量品質的提昇上亦可謂具有相當助益。最後，研究者亦將進行

初步的研究效度與信度分析，以瞭解測量品質是否良善，並且必要時將

刪除不當試題，以期提高信、效度並改善測量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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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參數估計 

所謂「參數估計」(Parameter Estimation)係指使用所蒐集的樣本資料

來估計模式中的參數(黃芳銘，2004)。而參數估計方法的選擇通常會受

到樣本資料的變項分配性質所影響，亦即變項分配是否符合「多元常態

化」的假設，乃是選擇參數估計方法的一個參考依據。所謂「多元常態

化」乃是指每一個連續變項以及這些連續變項的線性整合符合常態分配

的性質。而本研究將藉由 LISREL8.72 所附掛的 PRELIS 功能進行多元常

態性檢定(Test of Multivariate Normality)。本研究並將依觀察變項分配性質

之不同分別採用下列估計方法： 

(一)符合多元常態化假設時，以「最大概似法(ML)」進行估計： 

當觀察變項符合多元常態化假設時，本研究將採用「最大概似法

(maximum likelihood, ML)」進行估計。因為黃芳銘(2004)表示，最大概

似法是目前最廣為應用的結構方程模式(SEM)適配函數估計方法，其乃

是使可能性為最大的一種優良估計量，目的在於替母群參數尋求最可

能解釋觀察資料的值。 

(二)不符多元常態化假設時，將視樣本數多寡採用「GWLS 法」或「最

大概似法(ML)」進行估計： 

當觀察變項不符合多元常態化假設時，學者們通常建議採用採用

GWLS 法(Generally Weighted Least Squares)來進行參數估計，而這個方

式也正是漸近分配自由法(ADF)的一種應用(黃芳銘，2004)。只可惜

GWLS 法的使用必須符合「具有足夠大的樣本」的條件，如

Diamantopoulos and Siguaw 以及 Olsson, Foss, Troye and Howell 等人即

認為其至少應有 1000 個樣本以上(引自黃芳銘，2004)，而邱皓政(2003)
更認為其應達 2500 人以上才能達到穩定，Chou, Bentler & Satorra、Hu, 
Bentler &Kano, Muthén & Kaplan 等人甚至認為若要能在任何次數分配

下均表現良好，則其樣本大小至少需要 5000 個以上(引自余民寧，

2006)。因此，鑒於研究者最後也希望採用兩組獨立樣本進行交叉驗

證，因此如果總樣本數若能達到 2000 人以上(即兩組獨立樣本皆達 1000
以上)，則研究者將採用 GWLS 法進行參數估計。否則將另外考慮其他

參數估計方法。 

而當觀察變項不符合多元常態化假設且總樣本數未達 2000 人以上

時，研究者將考慮採用「最大概似法(ML)」進行參數估計。這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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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許多學者專家諸如 Bollen、Jöreskog & Sörbom、Raykov 
&Widaman 等皆發現，ML 法具有統計學上的強韌性，即使資料有些微

偏離常態時，ML 法仍能適用(引自余民寧，2006)。而 Curran, West, & 
Finch 等人更在 1996 年的研究中發現偏態係數介於 2.00~3.00 之間，且

峰度係數介於 7.00~21.00 之間時，資料可以被認定為具有中等嚴重程

度地偏離常態分配；而當偏態係數大於 3.00 且峰度係數大於 21.00 時，

資料可被認定為相當嚴重地偏離常態分配(引自余民寧，2006)。而 Kline
也指出當變項分配的態勢(skewness)絕對值大於 3 時，就被視為是極端

偏態；峰度(kurtosis)絕對值大於 10 則被視為是有問題的，若大於 20 則

可以視為是極端的峰度(引自黃芳銘，2004)。綜上所述，若觀察變項

的態勢(即偏態係數)小於 2 且其峰度小於 7 時，本研究將判定其為輕

微偏離常態分配，並將採用 ML 法進行參數估計。 

六、模式適配檢定 

所謂「模式適配檢定(Model-fit evaluation)」係指進行模式的評估與

檢驗，以決定研究者所提出的假設模式是否能用以描述實際觀察到的

變項關係；亦即探討理論模式與所蒐集資料之間的適配程度(邱皓政，

2003；黃芳銘，2004)。 

而學者們對於模式適配檢定有著不同的主張，如 Bagozzi & Yi 認為

必須從基本的適配標準(preliminary fit criteria)、整體模式適配度(overall 

model fit)及模式內在結構適配度(fi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model)等三方

面來進行評量；而 Hair 等人則主張從絕對適配指標(absolute fit idices)、

相對適配指標(relative fit indices)及精簡適配指標(parsimonious fit indices)

等三方面來評量(引自陳正昌等，2003)。而學者余民寧(2006)則進一步

將前述兩種分類方法整合成整體適配度指標、比較適配度指標、精簡

適配度指標、基本適配度指標及內在適配度指標等五方面來進行評量。 

研究者認為余民寧(2006)的分法較為完整，惟基本適配度指標對於

模式之良窳幾乎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研究者認為若把基本適配度

指標改放在最前面進行論述可能會更恰當。另經查前述學者們所稱「指

標」的英文名稱皆為 index 或 indices(即 index 的複數)，甚至於邱皓政

(2003：5.10-5.11)亦有前面稱「GFI 指標」、後面稱「GFI 指數」之情形

發生，因此為避免與本研究主題所稱大專校院招生名額總量管制「指

標」造成名詞上的混淆，本研究將一律稱呼各種適配檢定的 index 為「指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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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於學者們所主張採用的各種模式適配指數與其標準皆不相同，

為期能進一步予以釐清，本研究謹整理王保進(2004)、余民寧(2006)、邱

皓政(2003)、陳正昌等(2003)、黃芳銘(2004)等學者的意見後，依「基本適

配度指數」、「整體適配度指數」、「比較適配度指數」、「精簡適配度指數」、

及「內在適配度指數」等五個方面進行對照分析，並歸納出研究者最後

所採用的標準，詳如表 2-4-4 所示： 

 

學者建議之指數適配標準 
指數

類別 指數名稱 王保進

(2004) 
余民寧

(2006) 
邱皓政

(2003) 
陳正昌

等(2003)

黃芳銘

(2004) 

本研究 
採用標準

誤差變異數 
(θδ , θε ) 

╳ 無負值，

且達顯著
╳ 

不 能 有 負

的，且須達

顯著 

不得為負

值 
無負值，

且達顯著 

參數間相關的

絕對值 
不能超過 

0.90 
不能太接

近 1 ╳ 不能太接

近 1 ╳ 不能太接

近 1 

因素負荷量 ╳ 介於.5 ~ 
.95 之間 ╳ 介於.50 ~

.95 之間 

標準化係

數不能

≧.95 
≦.95 

基
本
適
配
度
指
數 

標準誤 ╳ ╳ ╳ 不能太大 不能太大 不能太大 

Chi-square 
(χ2 

) 
愈小愈好 
，p >0.05 

愈小愈好

，χ
2
未達

顯著 
p >0.05 未達顯著 

未達顯著 
，即 
p>0.10 

未達顯著 
(p >0.05) 

Non-centrality 
parameter(NCP) ╳ 愈小愈好

越接近 0
越好 ╳ 越小越好 越小越好

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 >0.90 >0.9 >0.90 >0.9 >0.90 >0.90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 

>0.90 >0.9 >0.90 >0.9 >0.90 >0.90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RMR) 

至少 0.05 
~0.08 之

間 
<0.05 越小越好

<0.05，但採

共變數矩陣

時意義難定
╳ 

╳ (因本研

究採共變數

矩陣分析) 
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SRMR) 

╳ <0.05 <0.08 
<0.05 ( 採

共變數矩陣

時適用) 
<0.05 

<0.05 (採
共變數矩

陣，故適用)

Q-plot 的殘差

分佈線 
>45

。
， 

且呈直線 
>45

。
， 

且呈直線
╳ >45

。
， 

且呈直線
╳ >45

。
， 

且呈直線

整
體
適
配
度
指
數 

F0 指數 ╳ ╳ ╳ 90%信賴

區間包含 0
╳ ╳ 

表 2-4-4：各種適配指數之類別、名稱與標準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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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建議之指數適配標準 
指數

類別 指數名稱 王保進

(2004) 
余民寧

(2006) 
邱皓政

(2003) 
陳正昌

等(2003)

黃芳銘

(2004) 

本研究 
採用標準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0.05 以下

優良；

0.05~0.08
良好 

<0.05 良好

適配；<0.08
合理適配；

<0.10 普通

適配；>0.10
不良適配 

<0.05 ╳ 

≦0.05 良好

的適配 
；0.05~ 
0.08 不錯的

適配；

0.08~0.10
中度的適

配；>0.10
不良適配 

≦0.05 良

好的適配 
；0.05~ 
0.08 不錯

的適配 

Expected 
Cross-Validation 
Index (ECVI) 

╳ 愈小愈好 ╳ 

理論模式

ECVI 須比

飽和模式及

獨立模式小

理論模式

ECVI 須比

飽和模式及

獨立模式小 

越小越好 

Tucker-Lews 
index (TLI) ╳ >0.9 ╳ ╳ ╳ ╳ 

Normed Fit 
Index (NFI) >0.90 >0.9 >0.90 >0.9 >0.90 >0.90 

Non-Normed Fit 
Index (NNFI) >0.90 >0.9 >0.90 >0.9 >0.90 >0.90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0.90 >0.9 >0.95 ╳ >0.90 >0.90 

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 >0.90 >0.9 ╳ >0.9 >0.90 >0.90 

比
較
適
配
度
指
數 

Relative Fit 
Index (RFI) >0.90  >0.9 ╳ ╳ >0.90 >0.90 

Normed 
chi-square 
(NC，即 
WLS χ

2 
/ df ) 

╳ 1<NC<3 >2 <3 
介於 1.00 
~3.00 之

間 
<3 

Parsimonious 
Goodness-of- 
Fit Index 
(PGFI) 

>0.50 較高較好 >0.50 ╳ >0.50 >0.50 

Parsimonious 
Normed Fit 
Index (PNFI) 

>0.50 較高較好 ╳ ╳ >0.50 >0.50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 

╳ 愈小愈好 越小越好

理論模式

AIC 須比飽

和模式及獨

立模式小 

理 論 模 式

AIC 須比飽

和模式及獨

立模式小 

越小越好 

Consistent AIC 
(CAIC) ╳ 愈小愈好 越小越好

理論模式

CAIC 須比

飽和模式及

獨立模式小

╳ 越小越好

精
簡
適
配
度
指
數 

Hoelter’s 
Critical N (CN) >200 >200 >200 ╳ >200 >200 

表 2-4-4：各種適配指數之類別、名稱與標準對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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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建議之指數適配標準 
指數

類別 指數名稱 王保進

(2004) 
余民寧

(2006) 
邱皓政

(2003) 
陳正昌

等(2003)

黃芳銘

(2004) 

本研究 
採用標準

所有估計的自

由參數 
皆顯著，

即 t>1.96 
皆達顯著

水準 ╳ 皆達顯著 ╳ 皆達顯著 
，即 t>1.96

標準化殘差 
絕對值皆

<1.96 或

2.58 

絕對值皆

<1.96 
╳ 絕對值皆

<1.96 
╳ 絕對值皆

<1.96 

修正指數(MI) <3.84 皆<3.84 <5 皆<3.84 <3.84 皆<3.84 
R2 (即個別觀察

變項信度) ≧0.5 皆達顯著

水準 ╳ 皆>0.5 >0.20 皆>0.20 

潛在變項的 
組合信度 ≧0.50 >0.6 ╳ >0.6 >0.60 皆>0.60 

內
在
適
配
度
指
數 

潛在變項的平

均變異抽取量 
以 0.50 為

臨界值 >0.50 ╳ >0.5 >0.50 皆>0.50 

 
 

 

 

 

在表 2-4-4 中，除了「基本適配度指數」因涉及違犯估計或模式界

定錯誤的範疇，故全部採用以外，因礙於各種指數過於繁多，故研究者

將只採用其中多數學者(即 3 位以上)建議的指數，來作為本研究呈現的

模式適配的結果；而有關指數適配標準，本研究將以從寬認定之，以瞭

解本研究是否至少能達到最基本的適配要求。其中「╳」表示該學者並

未建議採用此指數或本研究並不採用此指數。本研究總計採用 29 個適配

指數，其中「基本適配度指數」採用 4 個、「整體適配度指數」採用 8

個、「比較適配度指數」採用 5 個、「精簡適配度指數」採用 6 個、「內在

適配度指數」採用 6 個。 

然而當 29 個適配指數出現不一致或矛盾的結果時，我們應該如何論

證模式的適配性呢？雖然黃芳銘(2004)曾提出「指標過半的原則」來作

為接受模式的標準。然而余民寧(2006)卻指出「多數決」並不能保證結

論一定能夠符合理論所期望，因此宜從各類指數中挑選幾項有利於研究

者所建構之理論模式說詞的指標，以詮釋所建構之理論模式是否能與資

料適配。故本研究最後將列舉出可以支持本研究所建構之模式適配的各

項指數，以論證模式適配。 

表 2-4-4：各種適配指數之類別、名稱與標準對照表(續) 

註：本表所列「╳」符號，表示該學者並未提出且未建議採用該適配指數。 

資料來源：整理自王保進(2004)、余民寧(2006)、邱皓政(2003)、陳正昌等(2003)、黃芳

銘(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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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以五個競爭模式中，整體而言適配情形最佳者，來作為最

佳模式，並據以作為後續是否繼續進行適度模式修正的基礎。 

七、模式修正 

      當整體而言，模式適配未達到可接受的程度時，則研究者將以大於

3.84 的 MI 值(Modification Indices and Expected Change)中數值最大者，作

為模式修正(即將其關聯性納入模式中)之優先考量(邱皓政，2003)。倘

模式適配仍無法達到可接受程度，則持續進行修正，但以一次修正一個

參數或關係為原則，且各種模式修正皆應符合邏輯或理論上的要求，否

則便應該挑選 MI 指數第二高且符合邏輯或理論者作為修正依據。因此，

如果理論允許的話，這個過程可以重複直到模式達到接受的程度(余民

寧，2006；黃芳銘，2004)。 

八、模式建立與解釋 

當模式修正到有較多適配指數達到可接受程度且理論上亦能有所

解釋時，則本研究模式即宣告建立完畢。而有關本研究模式統計結果之

解釋方式如下： 

首先由於結構方程模式在進行「因果性的解釋」時，往往容易受到

各界的質疑與批評，基於本研究並無建立因果關係之需求，因此研究者

爰將效果的結構係數單純視為「影響性」而非因果關係(黃芳銘，2004)。 

其次在「方向性的解釋」上，黃芳銘(2004)指出正確的方向性是反

映模式中結構係數的有效性，當理論所建立的假設是正向的，而結構係

數所呈現的結果卻是負向的，就表示此一路徑有問題存在。因此如果本

研究結構係數並無負值出現，則表示本研究理論所建立的方向性假設是

正確的；反之則表示方向性假設錯誤。 

最後，由於「效果的解釋」是本研究模式解釋的最主要部分所在，

而效果又與「結構係數」(如λx、λy、β、γ等)攸關，以下爰分別針

對效果與結構係數的種類與解釋進行說明如下： 

(一)「效果」的種類與解釋： 

      效果的解釋可分為「直接效果」、「間接效果」與「總效果」三種。

其中「直接效果」是指某一變項對另一變項的直接影響；「間接效果」

是指某一變項對另一變項的影響乃是透過其他變項而形成的；「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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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則指某一變項對另一變項的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的相加總和(黃

芳銘，2004)。 

      而Cohen更進一步提出效果的界定標準，其主張就標準化結構係數

而言，其絕對值小於0.10算是小效果，其絕對值在0.30左右算是中效

果，其絕對值在0.50以上就是大的效果(引自余民寧，2006；黃芳銘，

2004)。此種分類方式亦可作為本研究之參考。 

(二)「參數估計結果」的種類與解釋： 

      一般來說，參數估計結果可分為「非標準化參數估計」與「標準

化參數估計」等兩種。其中非標準化參數與量尺本身的規模有關，「非

標準化估計」意指當所有其他獨立變項維持平均數狀態下，一個單位

之獨立變項的改變會造成依賴變項改變的程度。而「標準化參數估計」

是非標準化估計的轉變形式，其目的在於去除量尺規模的影響；因此

可進行模式內的參數比較，以瞭解哪個參數影響力較大(黃芳銘，

2004)。 

      而上述非標準化參數估計所獲得的係數值即為「非標準化係

數」，標準化參數估計所獲得的係數值即為「標準化係數」。而基於本

研究希望進行模式內的係數比較，因此研究者雖然將同時呈此兩種係

數，但解釋上則以「標準化係數」來作為參數估計結果的主要論述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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