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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焦點 

111 年校務研究專業知能工作坊 

本會在今年九月舉辦兩場校務研究專業知能工作坊，本年度最

後的兩場專業知能工作坊以招生管理與休退學為議題，感謝講者精彩

無私的分享，以及招生相關單位、校務研究單位及對校務研究有興趣

之教職員生的參與。 

【招生管理與休退學：招生專業化與評量尺規發展】 

9/16 招生專業化與評量尺規發展/ 遲文麗教授 銘傳大學教務長 

9/23 校務研究於實務招生專業化的應用/ 鄭志文教授 靜宜大學教

務長 

 

召集人：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黃祈勝助理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林思吟助理教授 

 

SEAAIR 返國活動參與分享座談會 

本年度東南亞校務研究研討會於 111 年 9 月 28 日至 30 日

舉辦，協會邀請本次與會的師長進行線上經驗分享座談。除了分享

到研討會發表的研究內容之外，亦探討東南亞校務研究的現況與趨

勢。 

11/1 SEAAIR 返國活動參與分享座談會 

講者： 

臺北市立大學／何希慧教授、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 所長 

中國文化大學／陳柏霖教授、校務研究辦公室 主任 

高雄醫學大學／魯盈讌博士、校務研究暨企劃辦公室  

 

編輯的話 

在疫情逐漸開放解封的下半年，國際間的交流也開始

復甦，協會在 9 月 28-30 日赴南韓成均館大學參與東南亞

校務研究協會，並與東南亞各國的校務研究單位進行交流，

本會除了辦理返台的心得分享線上會之外，本期電子報也

介紹了本次出訪的活動過程，期望未來有更多機會與東南

亞各國校務研究單位交流與合作的機會。此外，協會舉辦

的專業培訓工作坊也告一段落，明年的專業培訓及課程安

排將依實際需求調整，高教深耕計畫持續關注校務研究在

校務發展中扮演的角色，也希望各會員給予回饋及主題建

議。進入 2022 年的尾聲，在忙於計畫結案及申請的同時，

也祝福各位會員新年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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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專業化議題活動報導 

招生管理與休退學知能工作坊 

 

  

 

  
TAIR 秘書處 

 

受到考招改制和少子化的衝擊，111 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結果，全國各大學破 1.4 萬個招生缺額，創新高。本會

接連舉辦一場招生專業化的專題演講，以及兩場專業知能工作坊，探討未來各校將如何因應並調整招生策略。首先由

教育部高教司周弘偉專門委員分享【高中學習歷程與大學選才—大學招生專業化】議題，從 108 新課綱、111 起考招

策略的調整開始說起，周專委以數學考科為例，比較 110 年及 111 年報考人數的變動，提醒各校可推估學測五標的人

數，檢視篩選標準的訂定策略。各大學可以適度的調整各項檢定門檻，讓考生有機會篩選進面試審查階段。  

此外，在新的考招制度下，學生也將面臨一些變化，如：申請入學管道所有學生均需要繳交備審資料，且包含六

學期成績、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分發入學的分科測驗不考國文、英文和數學科，學生則有更多時間準備其他科

目。至於入學審查專業化的做法，為提升學校對於申請入學審查信度與效度，必須將審查機制系統化、建立審查準則

（評量尺規），並結合校務研究（IR）分析審查結果及學生入學後表現，以檢視招生策略的有效性。  

  

九月辦理的兩場【招生管理與休退學】專業知能工作坊，首先由銘傳大學遲文麗教務長，分享銘傳大學在招生專

業化與評量尺規發展的策略。透過建置分析工具及軟、硬體環境，銘傳大學提供各學系進行自己的 IR 分析。而一所學

校系所單位這麼多，要如何讓所有的學系都動起來？銘傳大學的秘訣在於先協助先導系所完成分析，並且透過工具使

用的教育訓練課程、IR 分析說明會等方式進行宣傳，此外，也會在招生會議上抽點學系進行報告與分享。在尺規訂定

雨與 IR 分析檢討的方面，如果採用的標準與大學入學後的學業表現具有相關性，可深入探討是否成為該系選才的關鍵

因素；若沒有關聯性，經過觀察可考慮將尺規內容簡化參考。  

  

第二場工作坊邀請靜宜大學鄭志文教務長與我們分享靜宜大學如何將校務研究應用於招生專業化，以及如何利用數

據資料進行招生決策有效性之檢定，找出有利提升學校招生專業化之成效。分享中提到，靜宜大學的 IR 組織架構，

除了專責窗口及學術主管之外，各學系會有一位以上種子教師，並期待未來所有的教師都能夠理解招生專業化的理

念與精神。至於發展評量尺規要如何確認其有效性，會利用模擬審查的方式，邀請老師依據評量尺規去試評前一年

度的學生資料，除了檢視個評分委員的頻分者信度之外，也檢核單面向等級彼此之間的落差，以及總分距離平均分

數是否高於 5 分。靜宜大學自 108 年開發評分系統，除了簡化評分流程之外，也能夠收集資料評估招生成效。尺規

的優化需要長時間經驗累積與修正，各校也有不同的作法，感謝銘傳大學與靜宜大學兩位教務長無私的分享，也希

望未來各校的招生專業化辦公室及校務研究單位能夠有更多合作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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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 
SEAAIR 返國活動參與分享座談會 

 

 

 

 TAIR 秘書處 

 本屆東南亞校務研究協會 (South East Asian 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SEAAIR) 在韓國首爾舉辦。相信許多

校務研究的夥伴都對這個協會不陌生，2019 年 SEAAIR 就曾經在

臺灣舉辦年會。 

SEAAIR 致力於促進、協助和推進研究研究，進而提昇東南亞

各國對高等教育機構的理解、規劃和運作，以達到東南亞各國大

專院校的校務能因應快速變遷的全球趨勢發展為目標。SEAAIR 提

供東南亞各國大專院校有關高等教育機構資訊和學術交流的平

台，可以共同探討各國校務的當前議題和發展趨勢，並在各方面

使各國高等教育在校務管理、規劃和政策制定上達到一定的提昇。 

本屆研討會在韓國首爾的成均館大學辦理，本協會除了由何希慧顧問代表出席，也有兩篇論文獲接受發表。由於本年

度年會活動辦理的期間，國內防疫規範仍較嚴格，大家出國意願較低，因此本協會特別辦理線上 SEAAIR 返國活動參與分

享座談會，由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何希慧所長、文化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陳柏霖主任、以及高雄醫學大學

校務研究暨企劃辦公室魯盈讌助理研究員，將此次參與研討會的過程與心得與協會會員分享。 

SEAAIR 以及 IR 的國際化 

 首先何教授提到，世界上有許多 IR 組織，除了過去 TAIR 也會帶團參與

的的美國 AIR，歐洲、南非等地區均有 IR 相關的非營利組織，而與我們最鄰近

的就是東南亞校務研究協會。透過參與 SEAAIR 的活動與各校互動，可以從東

南亞各國探討的議題，去了解各國目前關心的教育趨勢。而 SEAAIR 除了辦理

研討會之外，優秀的研究議題和論文也會推薦到美國 AIR 發表，或者收錄在

JIRSEA -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South East Asia)特刊，亦歡迎大

家若有 IR 相關的研究，可以投稿到東南亞校務研究協會的期刊。 

 

本會也在這次研討會與 SEAAIR 進行了進一步的交流，推動臺灣校務研

究走向國際化。且未來期待看到更多國與國、學校對學校或協會與協會之間的

合作。 

 
研究議題分享 

本次 SEAAIR 研討會的大會主題是 New Normal Education: Transitioning, Transforming, and Technologies 

Agenda，因應後疫情時代，大會的 keynote 特別談到數位化、資訊化對大學治理帶來的影響，亞洲的大學參與各種世界

大學排名的時候，資料庫的建立與資料數位化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可以從中挖掘到很多資訊。此外，校務研究透過資料轉

換成有利的資訊，再形成可用的智慧，提供校方作為決策的依據，本次研討會的許多投稿議題中，也更加強調在解讀資訊

時的理論基礎，而不僅僅是反映數據表層代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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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 SEAAIR 研討會預告 

SEAAIR 目前也已經敲定接下來四年的研討會舉辦地點：2023 年在馬來西亞、2024 年在菲律賓、2025 年在印尼，

2026 年則是來臺灣舉辦。期待未來幾年，能夠與許多 IR 夥伴一同參與國際研討會，透過議題互相交流，也有機會到不同

的地方和校園走走，而 2026 年在臺灣舉辦國際研討會時，也請各界 IR 夥伴多支持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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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研究資料決策支援與應用 

－以中國文化大學為例 

 

 

   

中國文化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 

陳柏霖主任 

 

中國文化大學教育學系 

陳玉樺助理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 

潘彥蓉資料分析師 

 

中國文化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 

顏巧玟組員 

 

 

為使學生安心學習，教育部鼓勵獲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學校建立校內

經濟及文化不利學生就學協助機制（教育部，2021）。本校為協助經濟不利

學生減少打工時間以安心就學，推動六類獎補助計畫。計有（1）一般及專業

證照考照助學金，補助參加證照考試之檢定費或報名費或是校內辦理相關證

照輔導系列講座；（2）實習學習助學金，補助校內外各系所合作之相關企業

實習或校內舉辦之實習輔導相關活動；（3）創客學習助學金，補助參加華岡

創客中心辦理講座或工作坊；（4）樂活學習助學金，為擬定學習計畫書；（5）

安心學習社群助學金，補助成立學習社群，主動複習授課內容並製作學習記

錄；（6）拔尖學習助學金，由系所推薦學生實施拔尖計畫。 

上述（1）至（5）類助學金補助，每位學生每學年申請總補助金額最高上限為 2 萬元整，各項目金額依當學期經費比

例核撥。而拔尖學習助學金補助每人每年補助金額依各系所募款情形及推薦人數而訂；且可重複申請項目一至五經濟不利

助學金補助。 

為此，本校實施上述方案後，探究有請領補助與未請領之經濟不利生在補助當學期與上一學期之各學期平均是否有顯

著差異。研究發現（表 1），各學年有請領補助之經濟不利生的學期平均高於無請領補助（t = -7.58，p < .001、t = -9.33，

p < .001 t = -10.28，p < .001）。 

 

表 1 有請領補助與未請領之經濟不利生在學期平均的差異情況 

學年 是否請領補助 N M SD df t 

107 無請領補助 1648 71.38 15.27 -7.58 623.44*** 

 有請領補助 448 77.39 11.06 

108 無請領補助 1699 70.66 16.10 -9.33 959.87*** 

 有請領補助 475 78.08 11.44 

109 無請領補助 1747 69.89 17.78 
-10.28 906.83*** 

 有請領補助 437 77.53 12.79 

*** p < .001 

 

其次，分析經濟不利生領取不同類型補助對學業表現影響之預測，如表 2 所示。一般及專業證照考照助學金、實習學

習助學金、創客學習補助學金、樂活學習補助、安心學習社群及拔尖學習補助皆有助於預測學業表現。 

最後，本研究團隊評閱文獻（Tang et al., 2019; Wolters & Hussain, 2015），認為恆毅力是經濟不利生的保護因子，

自編學習適應、恆毅力量表，探究恆毅力在學習適應與學業表現能否扮演調節效果。經資料分析後發現，恆毅力的興趣穩

定性在學習適應與學業表現有調節效果（如表 3 與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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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類型助學金對學業表現影響之迴歸分析 

變項名稱 未標準化迴歸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 β  

(常數) 70.86 .29  242.72*** 

證照考照補助 6.61 1.52 .07 4.36*** 

實習學習補助 1.07 3.54 .01 .30 

創客學習補助 4.39 1.60 .04 2.74** 

樂活學習補助 4.86 .96 .09 5.05*** 

安心學習社群補助 4.25 1.08 .07 3.95*** 

拔尖學習補助 8.06 1.59 .08 5.07** 

*** p < .001、** p < .01 

圖 1 興趣穩定性在學習適應與學業表現有調節效果 

 

綜合上述，經由校務研究資料分析，對校務研究實務意涵上，領取補助的學生學業表現皆優於未請領補助學生，表示各項目補

助（除實習學習補助外）有助於提升經濟不利生之學業表現。而各項補助中對於經濟不利生的學業表現預測效果，以樂活學習補助

補助最佳，拔尖學習補助次之。研究團隊推論，因經濟不利生擬定各學期學習計畫書，完成後請領助學金，是較容易達成的。 

至於，經濟不利生的恆毅力之興趣穩定性在學習適應與學業表現有調節效果。也就是說，恆毅力中的興趣穩定性，是追求長期

目標，個體能持續不斷地對目標保有高度興趣，是「熱情」的表現（陳柏霖，2022）。恆毅力可以透過訓練來強化，設定遠大的目

標，保持希望繼續堅持下去（Duckworth, 2013）。因此，恆毅力可做為預測經濟不利生的有效保護因子，對於方案推動單位，規

劃提升恆毅力訓練的工作坊，有助於強化保護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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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襲過去、跨越現在、創造未來 

遠東科技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發展現況 

 

 

 

 

 

 

  

遠東科技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 

林川田 資料分析師 

學校簡介 

創辦人前校長王乃昌教授等鑑於國家工業化、科技

化發展之迫切需要，集資創立遠東工業專科學校。經前總

統府國策顧問白雲梯、立法委員李荷、陸軍上將熊式輝等

賢達擔任董事，鼎力擘劃。復承地方人士慨贈部份土地，

爰於民國五十五年申請設校，五十六年奉准立案，五十七

年參加聯合招生。後為配合職場需求，於八十一年增設商

科，改名為遠東工商專科學校。近年為培養更多高深的專

業人才，於八十八年八月一日起奉准升格為遠東技術學

院。復經數年努力提昇教學品質及發展教學特色，於九十

五年八月一日奉准改名為遠東科技大學。為使理論與實際

配合，本校致力推行產學合作，並與超過百家公司簽訂產

學合約，供學生校外實習，俾使畢業即可就業。近年來，

台南科學園區的設立，不僅有利於本校與各著名企業共同

發展產學合作關係，更能提供學生良好充分的就業環境。

學校以「忠、誠、勤、樸」作為校訓，以「具有特色且受

各界肯定的科技大學」為願景，並以「培養具有人文素

養、倫理道德觀念與創意思考和問題解決能力之專業人

才」為本校教育目標。本校衷心期盼能教育出誠誠懇懇做

人、實實在在做事的社會中堅。因此，全校老師無不盡心

盡力，努力教學，希望我們的學生都能發揚「忠誠勤樸」

的精神，為校爭光。 

 

校務研究辦公室設立緣起與組織現況 

遠東科大於 105 年 01 月到 106 年 12 月間執行科

技院校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以遠東科技大學校務

研究辦公室設置辦法為基礎，為確實瞭解校務推動政策之

績效，提升校務專業管理能力，整合校內各類量化與質化

之校務資料，進行分析並轉換成資訊。以實證資訊為基

礎，協助學校各單位決策分析，達成校務永續發展之目

標，特設置校務研究辦公室。 

 

 

校務研究辦公室在校務研究指導委員會的協助下，主

要負責以下業務：一、校務資料之規劃、定義及蒐集。 二、

校務資料統整分析，儲存正確、適時、完整之資訊。 三、提

供資訊協助學校各級決策人員瞭解校務現況及國內外大學發

展趨勢，據以診斷學校本身之優勢與弱點。 四、體檢與報導

學校脈動與變遷，以促進資料之使用及社會大眾對學校之瞭

解。 五、協助訂定學校未來發展目標，構思改進與發展方

案。 六、提供校務或校際之研究議題與專案計畫所需之資

訊。 

本辦公室目前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校長兼任

之，綜理本辦公室業務；置副主任一人，由主任薦請校長聘

請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或由職員擔任之，協助主

任辨理本辦公室業務；置資料分析師一名，辦理相關事

務。 主要成果包括：一、建構校務研究系統，提供學生學習

狀況訊息，協助教師擬定教學策略、提升教學品質；二、建

構出路意向調查，提供學生生涯規劃訊息，協助導師與職涯

輔導單位強化學生就業力；三、分析學生休退學影響因素及

預測因子，提供學校輔導學生穩定學習之參考；四、分析並

追蹤雲嘉南就業服務報告，提供職涯輔導單位強化學生就業

力；五、分析雇主滿意度調查，提供職涯輔導單位強化學生

就業力；六、分析近三年區域性生源變化與兢爭科系，提升

招生選材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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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校務研究辦公室與校務行政團隊之組織分工架構 

 

校務研究推動策略與未來發展 

107 年起配合高教深耕計畫，遠東科技大學首先延續 105~106 學年度建置之校務研究專業管理制度，由校務研究

辦公室整合校內各類量化與質化之校務資料進行分析，以實證資訊為基礎協助學校各單位進行決策，以落實校務永續發

展。以學校基本資料和學生基本資料調查為基礎，進行教務層面校務研究與學務層面校務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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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國際 IR 活動預告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TAIR) 

2023 年會暨國際研討會-國際人才培育與永續發展 

 

日期：2023 年 2 月 17 日 

地點：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忠商大樓國際會議廳 

 

美國校務研究協會(AIR) 

2023 年會 

 

日期：2023 年 5 月 30 日~6 月 02 日 

地點：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夫蘭亨廷頓會議中心 

 

東南亞校務研究協會(SEAAIR)  

2023 年會 

 

日期：2023 年秋季 

地點：馬來西亞 

 

在教務研究方面，以學生在校期間歷年學習成效為核心，持續探討學生入學前先備特質、學生在學期間學習歷程、

在校期間導師輔導歷程、課程教師教學狀況…等因素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以現況分析報告、策略調整回饋、修正成效

分析三階段循環方式，檢視整體層次與個人層次學生學習成效的變化，以期達成招生選才及教學品質雙方面的進步。 

在學務研究方面，以學生畢業後一到五年內就業狀況、雇主對畢業生滿意度為核心，持續探討學生入學前先備特

質、學生在學期間學習歷程、在校期間職涯單位輔導歷程、課程教師教學狀況、實習成效與專業證照取得狀況…等因素對

學生就業表現的影響。以現況分析報告、策略調整回饋、修正成效分析三階段循環方式，檢視整體層次與個人層次學生就

業表現成效的變化，以期精進教學成效、降低學用落差。 

 因應第二期高教深耕規劃，以及遠東科技大學 111 年起推動的重新定位，校務研究辦公室將以過去累積的成

果與經驗為基礎，結合組織動力、組織變革、資訊透明化、半自動校務指標分析…等方式，全面協助學校強化以數據為本

的決策，秉持高等職業教育的初衷，持續深化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為中心的教務分析，並在聚焦就學穩定性的學務分析基

礎上，納入總務研究方面的短、中、長期學校資源運用效率分析，納入研發方面的專利盤整與發展分析、產學合作提升企

業表現成效分析、產學合作回饋教學精進分析、學生專業核心證照發展分析等，希冀幫助學校承襲過去、跨越現在、創造

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