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R 2019 Forum

Round Table
Table2| Supporting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報告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邱皓政主任



Table 2: Supporting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 AIR與談貴賓

– Ellen Peter,  University of Puget Sound, Director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nd Retention

– Marty Fortner, Northeast Lakeview College, Director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nd Effectiveness

– Brent Drake, 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 Vice Provost for Decision support

– Braden Hosch, Stong Brook University, Assistant Vice President, Institutional Research, Planning, and
Effectiveness

– 桌長：臺北科技大學IR林忻怡主任

– 紀錄：臺灣師範大學IR邱皓政主任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張德忻博士



議題一: 校務資料的管理與運用 Data governance

▪ 校務資料的集中化

– 台灣的教育當局正在統整各學校的校務資料, 此舉的利弊為何? 美國是否有此一作法?

– 美國曾討論過此一議題，但沒有將資料完全集中於政府部門

▪ 曾發生資料外流竊取前例，學校不容易相信政府單位對資料的管理

▪ 即使提供資料給政府，各校從中得到的助益有限

– 台灣各校務研究單位也正在關注政府當局對於資料集中運用的作法與後續政策

▪ 資料安全性的落實是否可以達成

▪ 資料蒐集後的運用方式

▪ 誰負責分析與報告這些資料



議題二: 校務研究的組織設計 organizational design

▪ 校務研究單位的權力結構與位階

– 校務研究在台灣屬於初期發展，校務研究單位的權力位階與功能設計為何

– 美國的校務研究工作即使發展已經五十餘年，但也沒有一定的形式

▪ 美國大學的IR單位多隸屬於provost，進行校務資料的公開與呈報 reporting

▪ 學生學習成效的評鑑有時會是IR的一部份，但也有可能另有assessment office

▪ 美國大學的IR單位主要的功能之一是決策時的數據提供，或將校務治理成果加以彙整公開，
但也有實質負責校務發展計畫與策略制訂的例子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nd strategy 
Planning

– 校務研究單位的影響力：中立或採特定立場

▪ 校務研究單位從資料獲得結論，必然對於校務治理決策發生影響力

▪ 從資料到結論的過程應有溝通與確認的機制確保立場不至於發生偏頗



議題三: 大學與政府的關係

▪ 台灣的校務研究體系在政府鼓勵下快速發展，但政策可能因為主事者更迭
或方向調整而影響各校IR的發展

– 政策改變時，學校需要因應政策，因此即使有長遠的計劃，也不易實施。

– 提供給政府的資料會因為政策因素而變動。

▪ 因應策略

– 各IR單位應有自身的核心價值，不會在政黨輪替時或是政策變動時而有差異，台灣的
IR單位應尋求自身的核心價值，由此開始發展

– IR的運作應有標準程序，這些程序不應受到政策的影響，例如，當招生目標族群由中
國學生轉換為東南亞學生時，雖然政策有轉換目標族群，但主要招收國際學生的標準
程序並不應該因招生的目標國家而有改變。



議題四: 校務研究的人力資源管理

▪ In Taiwan, many of IR office are facing the high ratio of turnover, especial for 
the post doc analytics as well as the IT people

▪ Healthy turnover is good for IR

▪ 10% each year is considered fine

▪ Senior people whose been working 15-20 years sticking to their old ways of 
examining and doing things

▪ Be constantly on a look out for suitable candidates or even graduating 
students each year

▪ …

▪ In Taiwan, the IR industry is newly developing and need time to wait for the 
mature of the human resource



What’s up for SGDs and IR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sdgs

議題五: 校務研究與永續發展目標SDGs

1. Linking with THE University Ranking
2. Major concern with Quality Education (SDG4) and Equality (SDG5)
3. Special concern with scientific subjects (e.g., earth science, etc.s)
4. Integrated into the strategical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
om/news/developing-ranking-based-
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sdgs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news/developing-ranking-based-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rankings/impact/2019/overall#survey-answer


Conclusions

▪ 即使美國IR發展近半世紀，並未
有見到理想境界與完美模式，許
多台灣所遇到的問題在美國的大
學中也同樣存在。

▪ 持續交流，分享經驗與資源，共
同討論解決方案，是AIR存在的主
要價值，台灣的TAIR也同樣可以
扮演此一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