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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及籌備會之成立 

去(104)年 8 月至 9 月期間，TAIR 由 42 位發起人共同發起，10 月收到內政部來函同意

籌備會於六個月內籌組設立，於是 11 月 20 日召開發起人暨第一次籌備會議，選任 15

位籌備委員，並推選黃榮村董事長出任籌備會主任委員。之後進行公開徵求會員，經第

二次籌備會審核會員資格，通知會員參加成立大會。 

 

◆2016 美國 AIR 參訪團 

 活動目的：瞭解校務研究倫理、校務研究實務工作者之基本能力及培訓課程架構等。 

 參訪地點：美國聯邦教育部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NCES)、

美國馬里蘭大學學院市分校(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等。 

 報名方式：請依網頁(http://www.heeact.edu.tw)公告為準，預計 3 月底公告(目前正洽詢參訪安排)。 

 

臺灣校務研究國際研討會 5/20-21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stitutional Research in Taiwan 

Conference Theme: Linking Research, Policy 
and Practice 

主辦及協辦單位 

亞洲大學將於今(2016)年 5 月 20-21 日假南山人

壽教育訓練中心(臺中市烏日區成功西路 300 號)

舉辦臺灣校務研究國際研討會，並由清華大學、

玄奘大學、中山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弘光科技

大學及成功大學等校，以及由 TAIR 協辦，邀請國

內外專家、行政主管及實務工作者參與專題演講

與實務座談，以期激盪出多元意見，增強國內 IR

學術研究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研討會內容 

本研討會安排校務研究座談會研討場次，冀能透

過校務研究專家論壇(Forum)以及專題研究報告

(Paper Presentation)，增進各校對校務研究實

際運作的瞭解，提昇校務效能 (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發表的研究主題包含校務研究與

校園決策 (Institutional Planning for Campus 

Decision-Support)、資料分析與大數據研究在校

務研究之應用 (Research Method and Big 

Data) 、 評 鑑 與 校務 研 究問 責 (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 and Assessment)、校務研究運作

機制(IR Operations and Technologies)、校務研

究與學生學習成效 (IR Studies and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及其他校務研究相關主題。 

中英文徵稿啟事及活動報名 

敬請學者專家、學術機構研究人員踴躍賜稿，論文

摘要截稿日期為 105 年 3 月 21 日，審查結果通知

為 105 年 4 月 1 日。註冊期限為 105 年 3 月 1 日

至 4 月 29 日。 

更多訊息，請參考 

http://icirt2016.asia.edu.tw。 

 

  

成立大會 

今(105)年 1 月 26 日召開第一屆會員大會(成立大會)，符合會員資格者共有 66 名個人會

員、45 名團體會員。大會中由會員共同審議章程，並選舉第一屆理監事。 

第一屆理事長、副理事長及(常務)理監事 

今(105)年 2 月 15 日召開第一屆第 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確定章程、年度工作計畫與經

費案，並選任 TAIR 理事長、副理事長及常務理監事。 

理事長：個人會員理事黃榮村。 

副理事長：團體會員理事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代表廖慶榮校長。 

常務理事：個人會員理事江東亮(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執行長)、個人會員理

事林博文(玄奘文教基金會執行長)、個人會員理事劉得任(玄奘大學校長)、團

體會員理事國立臺灣大學。 

個人會員理事：何希慧(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副教授)、楊瑩(淡江大學教育

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所長)、理事劉孟奇(國立中山大學教務長)。 

團體會員理事：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山大學、玄奘大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立

清華大學、臺北醫學大學。 

常務監事：個人會員監事張新仁(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長)。 

個人會員監事：吳聰能(弘光科技大學校長)。 

團體會員監事：中原大學、淡江大學、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第一屆秘書長 

黃理事長並邀請原被選任為常務理事之個人會員周懷樸(國立清華大學副校長)擔任第一屆

秘書長。 

為 IR 通訊創刊說幾句話 

黃榮村/ TAIR 理事長 

自從去年(2015)從 Denver 參加美國 AIR 五十周年年會，並參訪

加州大學系統與 Stanford 大學的 IR 建置之後，大家起心動念發起

創設「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TAIR)，並在教育部啟動 IR 實驗計

畫與大力協助之後，在今年年初就將 TAIR 正式成立起來。各大學的

積極參與是 TAIR 能夠如此快速成立的主因，今後 TAIR 能否有效運

作，更是要各大學的認可與協助，才能畢其功於一役。為了能促成

有效的溝通，並讓 TAIR 能因應大學的需要，提供服務的功能，包括

建立 IR 資料庫、專業人才訓練與進修、與國際 IR 組織及工作坊連

線等項，因此在 TAIR 剛成立時，理監事會即決議應儘快創辦 IR 通

訊，並責成秘書處在周懷樸秘書長主持下，進行籌備。現在在高教

評鑑中心(HEEACT)協助下，已備好第一期，今後將陸續籌編出版，

以促成國內 IR 資訊與需求之交流。 

 

IR 並非無中生有，也不是萬靈丹。臺灣的大學在過去十來年，為

了申請與執行五年五百億、教卓計畫、校務與系所評鑑、典範科大、

技職再造、各項獎補助款、以及內控與財務訪視等項工作，經常被

要求建立各種大小不等的資料庫，並提送教育部要的總體資料。所

以大學並不缺炒菜用的大小資料庫，所缺的是如何把這些資料儲存

串接起來做有效的存取，所缺的是要去檢討缺了什麼關鍵性的資料 

，以及如何聰明的從龐大資料陣列中，聞到嗅到找到事關學校存亡

或可以再精進的竅門。要做好這些工作，就跟一個具規模的優秀研

究團隊所要做的沒有兩樣，所以人員、經費、計畫、與領導是一項

也不能缺的。 

 

  IR 在建立資料庫時需以學校之實際需求與擬發揮之特色為主體，

但不同類大學也應該有相同的，可供互相評估的指標，而且一所大

學的基礎資料，也應能呈現給利害關係人了解，整體而言，仍以招

生、學習績效、職涯輔導、與辦學經營為主體。學生是學校的核心，

故招生、休退學追蹤、學習過程中之預警、學習成效、學用落差之

彌平、與職涯發展等項，應為學校最重要之關切事項。但「學習」

一詞意義甚為廣泛，不易明確定義，因此跨校之間也應建立基本共

識，共同發展，並與國際高教所進行已有五十餘年經驗的 IR 接軌，

之後逐步建立起自己的 IR 資料庫與決策支援系統。 

 

  這些相關問題，應該都可以在我們大家的 IR 通訊中交換經驗與意

見，希望大家一齊來協助促成！ 

 
◆ ICIRT聯絡方式 

Tel: 04-2332-3456分機3633  

Email: icirt2016@gmail.com 

 

 

◆活動預告 

◇  2016 暑期參訪團  

  預計於 6 月公告活動訊息。 

◇  IR 實務工作坊  

為國內區域性之學校觀摩，預定於 9 月

份舉辦北中南三場次。 

◇  國際研討會  

預計於 2016 年 11 月，TAIR 將與高教

評鑑中心(HEEACT)合辦「校務研究與

大學評鑑」國際研討會。 

 
會務訊息暫公告於 
http://www.heeact.edu.tw(icon-TAIR) 

會址：臺北市 106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79號 7樓 

E-mail: tair@heeac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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