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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為求在全球高度競爭的教育市場脫穎而出，同時卻又面臨政府財政緊縮的

困境，績效導向的競爭型計畫獎助制度成為主要的高等教育政策工具之一。過去

10 多來年在高等教育場域實施的主要競爭型計畫包含頂大計畫、教卓計畫與典範

科大計畫等三項目，而本研究聚焦於教卓計畫做為研究主軸，以了解教卓計畫的推

動對高等教育機構內部產生哪些作用、高等教育機構如何實踐與因應挑戰，並進而

檢視競爭型計畫做為政策工具的成效表現。簡言之，本研究希望以高等教育機構的

觀點視角，了解競爭型計畫對大學實踐之影響。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中的多重個案研究法，藉由訪談及文件分析等方式蒐集資

料，進而深入探究當前高等教育機構爭取及執行教卓計畫的真實現況。訪談對象為

大學實際執行教卓計畫的業務主管、系所主管、行政或資料分析人員。透過立意與

滾雪球取樣方法，本研究共計訪談 6 種類型、11 所大學、25 位不同層級之教卓計

畫執行人員。 

本研究結果發現：（一）教卓計畫之目標與內容規劃有其侷限性，其目標設定

應以特色發展為或獎優汰劣面向為主，並同時修正未設定定期檢視或退場機制、管

考機制未能充份反映執行者之表現、缺乏數據支持概念等侷限；（二）競爭型計畫

做為政策工具有其內生性限制，例如制度規劃導致過於競爭之情形，加上執行計畫

與成果可近性之侷限，導致典範與模式無法有效擴散；（三）教卓計畫做為政策工

具確實會對大學校務經營產生影響，特別是計畫中的評選、補助、與成效檢核機制

對於大學的影響層面較大。為解決機構面臨之挑戰，大學主要聚焦於執行計畫之內

在困難與因應策略，並形塑不同之目標設計與計畫建構策略。依據本研究之研究成

果，針對政策主導機關與大學提出具體建議。 

 

關鍵詞：政策工具、競爭型計畫、教學卓越計畫、高等教育機構校務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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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y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promote and sustain higher education excellence in 

Taiwan as higher educ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across the nations. Given 

there are limited funding resource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policy strategies is to use 

competitive grants. The aim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of using a 

competitive grant strategy, The Program for Promoting Excellence in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hereafter the Teaching Excellence), as a policy tool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Specifically, this dissertation examines (1) the impacts of the Teaching Excellence 

o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2) reactions of the institutions in addressing the 

Teaching Excellence competitive project. The goal is to understand how a competitive 

grant was received and implemen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is study adopted a multiple-case research approach. Interviews and documentary 

analysis were used for data collection. These methods were used to gain insights into 

different strategies tha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used when applying for the Teaching 

Excellence, and the process and the experience of program implementation after they 

received funding. Purposive sampling and snowball sampling were both used to invite 

interviewees, including administrators, faculty and staff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with a total of 25 interviewees from 11 universities. 

There are three main findings. First, the goal and some substance of the Teaching 

Excellence need changes. Because teaching is one of the core missions of universities, it is 

not a proper goal of the competitive grant. Therefore, a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that is 

awared with the Teaching Excellence grant should be acknowledged as a distinctive 

educational insititute. Moreover, the Teaching Excellence should include an ongoing and 

evidence-based evaluation system that examines the fidelity and outcome of the program 

implementation. Having a systemic guideline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eaching Excellence project. Second, due to the comeptietive nature of this type of the 

grant, there are a limitations. The competitive grant is awarded through a contest, which 

implies a form of exclusion. In order to win the grant constantly over other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 were hesitant about sharing successful experiences with the public. This 

phenomenon has led to the limited dissemination of a successful model. Lastly, the 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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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eaching Excellence show an impact on the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especially in the aspect of accreditation, funding calendars, and 

evaluation. Although universities experience som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as they 

seek out the funding, they strive to find solutions, which most solutions pertain to making 

internal changes, and create effective strategic plans to win the grant. This study also 

provides recommendations for policymakers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based on 

findings. 

 

Keywords: policy instrument, competitive grant, the Program for Promoting 

Excellence in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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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主題為「競爭型計畫做為政策工具與高等教育機構校務運作之研究—以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以下簡稱教卓計畫）為例」。本研究預期透過對該計畫實

施過程的探究，以分析競爭型計畫對高等教育機構運作與發展的實際影響。本章為

緒論，共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第二節闡述待答問題與名詞

釋義；第三節簡述研究方法與步驟；第四節敘述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競 爭 型 計 畫 （ competitive project/ competitive program ） 或 競 爭 型 經 費

（competitive fundings/ competitive grants/ discretionary grants）為有效實踐策略計畫

（strategic planning）的政策工具（policy instruments/ policy tools）之一，其起源於

1980 年代的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以及 1990 年

代的英國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 

HEFCE）等兩機構所設置、提供的計畫與經費項目。競爭型計畫規劃與實施的目

的在於具體提昇國家競爭力、促進大學健全發展、提高大學自治效能與去中心化

（decentralization）等面向。此外，歐盟各國在 2000 年的「里斯本議程」（Lisbon 

Agenda）中，針對高等教育所面臨的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挑戰，提出

了市場理論或準市場理論（market or quasi-market）的機制，希望能夠據以提昇各

國在高等教育系統的運作效能（Teixeira, Jongbloed, Dill, & Amaral, 2004），並解決

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時的資源分配問題。簡言之，競爭型計畫或競爭型經費

可視為類市場（market-like）的資源分配方式。 

近年來，世界各國為解決高等教育數量急速擴張後的高教財政緊縮（fiscal 

austerity）及全球市場競爭等問題，同時亦因全球性或本土性的政經局勢相互影響，

致使稅徵短絀的現象層出不窮，因而促使不同國家紛紛開始思考如何進行成本轉移

或共享（cost shifting or sharing）等策略。在此一背景脈絡下，新公共管理改革

（new public management reforms）逐漸成為主導世界各國政府的決策邏輯與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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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性、追求卓越、權力下放（devolution）與自主性即為其中關鍵的核心價值與

精神（Kettl, 2000）。 

當新公共管理改革運用於高等教育場域中，政府與高等教育機構的角色與關係

隨之改變，而績效導向的經費補助機制（performance-based research funding system, 

PRFS）以及新公共管理工具（new public management tools）的活絡及應用，也在

此脈絡下應運而生。這些管理工具包含了市場力量（market forces）、財政誘因

（ financial incentives）（包含競爭型計畫）、促進自治與課責（autonomy and 

accountability）以及解除管制（deregulation）等項目（Marijk van der Wende, 2007）。

其中，在尊重大學自治及自主的原則與前提下，各國政府都避免使用對大學自主造

成過度限制的政策指令，因此，具有資源補充性與財務吸引力1的政策工具，例如

競爭型計畫的規劃、推動與實施，在各國高等教育場域中的改革議題、世界一流大

學發展策略或吸引跨國人才、學生流動方式等面向上，皆扮演著相當關鍵的角色。 

基於全球化的高等教育市場競爭愈益激烈，為促進大學的健全發展，高等教育

人才的追求以及高等教育機構經營效能的提昇等需求，也反映在各國政府於高等教

育機構中逐年提高的投入資源。諸如俄羅斯的「5/100 initiative 計畫」、德國的

「卓越大學創新計畫（Exzellenzinitiative）」、中國大陸的「985 工程（Project 

985）」、「211 工程（Project 211）」到近期的「雙一流（Double First-class）」、

韓國「Brain Korea 21, BK21」計畫、日本「Global COE 計畫」、新加坡的世界級大

學聯盟計畫、歐盟的「架構計畫（Framework Programmes, FP）」、加拿大卓越講

座教授計畫（Canada Excellence Research Chairs, CERC）、法國的卓越計畫

（Initiative d'Execellence）或校園計畫（le plan Campus），以及我國的「邁向頂尖

大學計畫（以下簡稱頂大計畫）」等，都能動見觀瞻。從上述諸多的計畫項目中，

可以發現高等教育場域中的經費競爭或補助形式相當多元，可能來自統塊式核給

（或為整批撥付）（block funding）、協議式公式基金（negotiated formula）、策

                                                            
1 此處的財務吸引力係指競爭型經費的獎助資源挹注，對於大學經營與運作具備實質誘因。其原因

與背景在於大學機構於特定項目上的績效表現，常被用以作為政府經費分配基礎之方式，且多是採

取市場導向的意識型態。在目前歐美各國政府在尊重大學自主的原則下，多盡量避免使用對大學自

主造成過度限制之政策指令，另以某些具有財務吸引力的教育政策取而代之（劉秀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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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性經費（strategic funding）、卓越性經費（excellence funding）和競爭型計畫等

形式（Bégin-Caouette, Schmidt & Field, 2017）。在近年來高等教育財政緊縮的環境

脈絡下，其中，又以競爭型計畫為各國政府競相選用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 

而健全的大學發展，是不能忽視高等教育課程的規劃與設計、師資教學的品質

與能力、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的建立與保障、學生就業競爭力與產業需求的提昇

與連結等目標，耑此，我國推出了教卓計畫與「推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以下簡稱

典範科大計畫）」等兩項競爭型計畫項目。此兩項政策的推行，體現政府期待促進

大學務實自我定位，引導大學特色發展，滿足高等教育多元發展等作為，進而提升

大學特色競爭力、促進教育國際化，以拓展國際交流，打造我國成為東亞高等教育

重鎮（教育部，2014）。 

重要教育政策的規劃與實施，相互牽涉及交錯影響的層面相當廣泛複雜，因此，

高等教育機構面對教卓計畫的推動與執行，便有分析、探究其實際運作與發展之必

要性。然而本研究的重點並非直接針對政府政策的擬定內容或形式進行評估，亦非

分析不同政策工具在高等教育場域中的實施成效或適用形式，而是著重於教卓計畫

對高等教育機構內部產生哪些作用、高等教育機構如何因應教卓計畫的實踐，以及

教卓計畫實施的具體成果為何。簡言之，本研究希望以高等教育機構的觀點視角，

了解競爭型計畫對大學實踐的影響。過去 10 多來年在高等教育場域實施的主要競

爭型計畫包含頂大計畫、教卓計畫與典範科大計畫等三項目，而本研究擬聚焦於教

卓計畫做為研究主軸，進而檢視競爭型計畫做為政策工具在高等教育機構中的運作

成效。 

競爭型計畫做為政策工具整合了合法強制性、社會脈絡性、複合統整性、目的

導向性以及中介轉化性等特性，在持續地執行與回饋循環中，不斷刺激高等教育機

構尋求更具系統性、前瞻性或實踐性的策略，以達成應用政策工具組合之成效。此

外，因應現實政治角力、區域平衡發展、資源投注效益及教育公共性等議題拉扯，

導致競爭型計畫的經費規劃及分配愈趨複雜。耑此，由上述諸多特色與議題的交錯

延伸，導致高等教育機構除了面對行政主導（executive-centrered）的顯性（explicit）

規則直接影響外，例如政府為達成特定的政策目的，藉由法規擬定、規則修正或命

令實施等行動，使標的對象產生預期的直接改變；也同時需處理多元權力流動的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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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implicit）規則影響，例如公共政策實踐歷程中的諸多利害關係人，都可能非

預期或無意識的對政策成效產生改變。然而，諸如高等教育機構研究產出、教學品

質、經營效能、學生學習成就表現等面向，是否會受競爭型計畫投入而產生影響，

尚未出現整體性、實徵性及長期性的研究結果。因此，先就高等教育機構爭取競爭

型計畫的目標設定、困難與因應策略進行分析，將有助於了解教卓計畫的實際執行

樣貌。是故，此為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動機。 

我國為提升學術研究品質，教育部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以下簡稱國科

會）合作，自 1998 年起推動「大學學術卓越發展方案」，以 4 年為期，至 2004 年

3 月底結束，共提撥 130 億元經費，供各校提出競爭性發展計劃，以提升大學學術

水準。2004 年後，為延續前開方案成果，國科會訂定「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延

續計畫補助作業要點」，持續編列經費推動優勢學術領域發展。其他諸如「提升大

學基礎教育計畫」等專案型補助，也在這個時期方興未艾。隨後，教育部於 2005

年推動「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第 2 期更名為頂大計畫），更

以各領域優異大學為基礎，藉由學術競爭環境之建置，以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設置

以優異領域為導向的頂尖研究中心。另為匡正國內大學「重研究、輕教學」之傾向，

教育部亦於 2004 年頒訂教卓計畫3及子計畫「獎勵大學校院辦理區域教學資源整合

分享計畫（以下簡稱區域資源中心計畫）」，整合教學資源以建立共享平臺，營造

優質教學環境，增強學生就業競爭力，培育新世紀所需高級人才，以符應新世紀知

識經濟社會的期望（教育部，無日期）。而典範科大計畫則於 2012 年進行先期試

辦，並於 2013 年正式推行，該計畫目的在於彰顯高等技職教育對於人才培育及產

業連結的重要性與獨特性，確立與一般大學重視學術研究之區隔，並引導科技大學

建構產業創新研發的環境（教育部，2013）。 

行政院為規劃我國高等教育發展藍圖，於 2002 年成立「行政院高等教育宏觀

規劃委員會」，並於 2003 年完成「高等教育宏觀規劃報告書」，分就高等教育各

                                                            
2 2014 年 3 月國科會改制為科技部。 
3 教卓計畫於 2005 年由一般大學校院先行辦理。2006 年起至 2008 年止執行第 1 期計畫；2009 年起

至 2012 年止執行第 2 期計畫；2013 年起至 2016 年止執行第 3 期計畫，該期計畫依橋接計畫允以延

長至 2017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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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議題作成「大學分類與定位」、「大學運作機制及法制」、「大學產學合作」、

「私立大學特色發展」、「高教之供需政策」等 5 大具體建議。此後，教育部便依

此建議，自 2004 年起陸續推動多項競爭型計畫，並輔以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區域

產學合作中心、教學增能計畫及創新轉型計畫等機制協助其他學校，俾利引導大學

發展個殊特色。惟諸多競爭型計畫均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執行期滿，故教育部自

2015 年起，便開始著手規劃「新世代高教藍圖與發展方案」4，以引導臺灣高等教

育步向更健全的發展方向（教育部，2017）。其後，行政院於 2017 年 7 月 11 日通

過「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以下簡稱高教深耕計畫）」，並於 2018 年起正式實施。

該計畫主要分為「全面提升大學品質、多元發展」及「追求國際一流、強化研究能

量」兩大部分，每年經費編列 173.7 億元，5 年合計超過 850 億元經費，協助高等

教育發展，其中，持續給予獲補助的學校穩定性、長期性的經費支持，對於高等教

育機構的長期與特色發展，有其值得關注的影響。衡諸我國高等教育競爭型計畫之

演進及發展，從專案型補助至競爭型計畫的轉變，其政策規模、政策部屬或政策執

行等政策調適（policy adaptation）歷程（林水波，2006），都有相當幅度的調整及

修正。大體而言，近年來高等教育的重要改革，主要在教育內涵的轉型、學校教育

和產業需求的接軌，厚植臺灣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的基礎建設（林思伶、王如哲，

2014）。 

觀察我國大學校院經費支出， 2005 年為 2,216 億元，占各級學校經費總支出

37.3%；頂大計畫（2011 起至 2017 年止）實施後， 2011 年經費支出金額，占各級

學校經費總支出提高至 38.9%。此外，該年度我國高教經費占 GDP 比率首次突破

2%而達到 2.1%，高於 OECD國家平均 1.7%（郭紋綺，2014）。然就教育部《教育

統計指標之國際比較》2016年與 2017 年兩版本進行比較後發現，我國 2015年高等

教育經費佔 GDP 比率降為 1.47%，略低於 OECD 國家平均的 1.5%，顯見高等教育

經費支出不全然呈現上升趨勢，2015 年以降轉而出現下降現象。此外，由頂大計

                                                            
4 因「新世代高教藍圖與發展方案」涉及龐大經費，且尚未獲得共識，故為妥善規劃高等教育發展

方向，爰以延長前揭競爭性計畫 1 年執行期間至 2017 年 12 月之方式做為緩衝，補助額度將以不超

過各計畫 2016 年之經費為限（教育部，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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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4 梯次的補助學校5觀之，補助學校的變動幅度不大，而頂尖研究中心，則就其

重點發展領域而有些許變動。經由上述經費編列概況與補助機構觀之，我國高等教

育經費編列原則，已由過去「目標導向」轉變為「指標導向」；由齊頭均衡發展轉

向「扶強獎優」思維（劉阿榮，2009）。易言之，國家在有限的經費條件下，為了

邁向卓越，開始縮減一般性的高等教育經費補助，轉而提供競爭性的計畫補助（許

筱君、詹郁萱，2014）。 

受到競爭型計畫的規劃標的、評鑑標準、申請門檻等指標驅動，各高等教育機

構依其本身體質、運作現況及未來發展目標，配合國家教育政策發展方針，以建構

爭取經費之因應策略。然而，以教卓計畫為例，就不同背景的學校類別與競爭型計

畫實施成果進行分析。2005 年計有 54 所高等教育機構提出申請，最終核定給予 11

所學校該項經費。從 2017 年核定的補助學校觀之，亦因該校是否建置完整制度，

且所提計畫能依自我定位據以發展教學卓越典範與特色競爭力等不同，而獲得不同

期程的補助6。此外，實施教卓計畫歷時已逾 11 年（2006 年起至 2017 年止），合

計補助過 48 所一般大學（含 2005 年試辦計畫學校），占一般大學校院總數（71 所）

的 68%。不過，自 2005 年起至 2017 年止，持續獲得補助的學校僅有 7 所（若不採

計 2005 年試辦階段，截至 2017 年止，共有 12 所學校持續獲得獎助）；就科技校

院部份，持續獲得補助的學校則為 21 所。若從總補助期數的面向觀之，一般大學

獲得 3 期獎助資格的共計 28 所；科技校院獲得 3 期獎助資格的合計 29 所。耑此，

顯示不同階段獲得獎助的高等教育機構並非一成不變，而不同類別高等教育機構執

行競爭型計畫的機制與成果亦截然不同。是故，探究高等教育機構執行競爭型計畫

的挑戰與因應方法，為本研究的第二個動機。 

                                                            
5 「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第 1 階段第 1 梯次計補助 12 校，5 中心；第 1 階段第 2

梯次計補助 11 校，4 中心。「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第 1 階段第 1 梯次計補助 12 校，2 中心；第 1 階

段第 2 梯次計補助 12 校，5 中心。 
6 教卓計畫第 3 期（102 年至 105 年）提出申請之學校計 59 校，核定補助計 33 所，包含國立大學校

院 11 校，私立大學 22 校，其中有 4 校屬本期新獲補助學校，分別為大同大學、南華大學、實踐大

學及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南華大學及實踐大學則為首次獲得本計畫補助之學校。另為建立教學卓越

典範及永續發展機制，本期計畫擇定中原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元智大學、高雄醫學大學、逢甲大

學等 5 校，因已建置完整制度且所提計畫能依自我定位據以發展教學卓越典範與特色競爭力，爰一

次核定 4 年計畫，以利學校進行長期規劃及特色發展；其餘學校則一次核定 2 年計畫（教育部，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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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教卓計畫的申請資格進行分析，高等教育機構需從整體面、學生面（學生學

習本位的績效責任、學生輔導機制、學習成效評估機制等）、教師面（發展教學專

業成長教師社群、改善教師評鑑及教學評量之信效度、延攬及留任優秀人才機制等）

與課程面（課程定期檢討評估機制、學校發展特色等）等 4 大面向，就各項提升教

學品質措施進行彙整，以引導學校將實質教學內涵內化為學校常態性之機制（教育

部，2017）。另就頂大計畫的申請資格（教育部，2013）觀之，預計申請該經費之

大學需就師資結構、生師比率、全校研究能量及教學品質等 4 項全校性條件中至少

符合 3 項，始得提出申請。除就校務經營現況進行分析及評估外，亦需就其預定之

總體、分年目標之績效指標及目標值、達成目標之策略、達成目標之全校性配合措

施及管控機制、經費需求等項目進行說明。而教育部則針對各校申請內容的質化面

及量化面進行審議。此外，獲經費補助學校的追蹤考評機制，規劃為書面考評（執

行 2 年後辦理）及實地考評（執行 3 年後辦理），則於 5 年 9 個月內分 3 次進行，

如考評未通過者，則予以扣除補助款或要求退出此計畫。依上述兩項競爭型計畫的

申請資格內容進行比較分析，可明顯發現該政策工具的強烈引導性特質在不同時期

與階段中，具體而微地形塑不同類型學校的校務整體運作與特色發展樣貌。 

雖然教育部 2016 年的施政績效指出，藉由競爭型計畫的實施，我國大學學術

排名在上海交通大學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英國泰晤士報的世界大學排名及 QS 世

界大學排名中都有顯著提昇。其他諸如產學合作、招收弱勢學生、就讀學位之國際

學生數及國際論文數等，亦已呈現具體成效。但就頂大計畫實施成果進行分析，依

舊存在國際化程度仍待提昇、過度強調量化績效、高教資源過度集中、校務專業管

理體制尚待建立、博士人才培育體系需積極改革、教學創新動能尚待提昇等諸多問

題（教育部，2015）。而就教卓計畫的執行成效觀之，亦存在審查機制引導學校教

學卓越同質性過高、現行審查機制造成學校間競爭高於合作的現象、計畫審核結果

之公布與經費核撥之效率需再提升等問題（王保進、周祝瑛、王輝煌，2011）。此

外，學校因應爭取競爭型計畫擘畫的發展藍圖，是否真能適切回應到整體校務發展

的訴求與需要，或止步於煙火式的亮點工程，依舊有待更進一步的釐清及探究。耑

此，探究競爭型計畫對高等教育機構校務運作與發展的影響，將有助於更進一步了

解上述問題並尋求解決之道，此為本研究的第三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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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治理模式與邏輯會影響政策工具的選擇（van Vught, 1995），而政策工

具的實施，亦會對高等教育機構的校務經營產生連鎖效應。高等教育機構及品質保

證組織具有責任對大學辦學績效作出有力的承諾，並定期提出品質證明，故高等教

育機構須將「績效」視為其主要責任（Salmi, 2015）。就現實高等教育機構的角色

內涵來說，一方面，高等教育機構是提供研究、教學與服務的實體，是故，教學、

研究與服務的提供及發展正是校務政策走向的具現；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機構是培

育國家人才之所在，據此，可謂之國家經濟進步與社會創新的發動機。換言之，高

等教育機構同時扮演一個獨立自主的主體，以及做為國家發展不可分割的部分，所

以，當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思維蓬勃發展後，績效導向的經費補助機制，也就使得政

府與高等教育機構之間的碰撞矛盾愈發明顯。就績效導向的經費補助機制來說，主

要有下面 6 個特性（Hicks, 2010; Kettl, 2000）： 1、提升產能（ increasing 

productivity）：結果論（consequentialism）導向的評鑑機制，讓在不增加資源的前

提下，提高機構的研究產能；2、類市場誘因系統（market-like incentives system）：

高等教育機構做為國家經濟進步的主要推手之一，往往受制於政府與國家政策。然

而，績效導向的經費補助機制就是一個提升高等教育機構自主性、發展校務本位經

營策略的基礎；3、強化服務導向（stronger service orientation）：高等教育機構不

再是聚集一群學者的象牙塔，而是能夠回應社會與公民需求的機構。換言之，學校

研究的產出要能夠符合知識經濟社會的需要與期待；4、權力下放（devolution）：

高等教育機構成為自主決定的自治主體，而不再是遵從政府的應聲蟲；5、制定政

策 （formulating policy）：高等教育機構成為政策方案的制定者與建構者，而政府

則變成教育服務的買家之一；6、提升課責績效（enhanced accountability）：績效

導向的經費補助機制強調結果的產出，並依據該結果給予下一階段經費的獎勵與補

助。 

臺灣為求在高度競爭的全球市場脫穎而出，績效導向的競爭型計畫獎助制度成

為主要的政策工具之一。質言之，在資源匱乏的條件下，政府必須創造出一個篩選

機制，讓有限的資源發揮出最大的價值。因此，將資源集中挹注於層層篩選後的高

等教育機構中，以追求並超越高等教育卓越之目標。耑此，對高等教育機構而言，

如何提出具體策略來回應內、外部壓力、如何明確定義績效表現指標、如何評量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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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是否有所進步、如何預判即將面臨困境、如何提昇機構品質層次、如何爭取並執

行競爭型計畫等問題，除了攸關大學運營的績效良窳外，最大化地展現各方面的品

質提升，亦是一個大學的基本責任。易言之，高等教育機構執行競爭型計畫的成效

亦涵蓋於整體校務經營及績效責任之中。根據本研究結果提供意見，供政府與高等

教育機構推動競爭型計畫之參考，便有其重要性與關鍵性，此為本研究的研究動機

四。 

 

        依據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以教卓計畫為研究個案，探討下列研究目的： 

一、探討高等教育機構爭取與執行競爭型計畫之策略。 

二、分析高等教育機構執行競爭型計畫的挑戰、困難與因應方法。 

三、探究競爭型計畫對高等教育機構校務運作與發展之影響。 

四、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政府與高等教育機構推動競爭型計畫的參考。 

第二節  待答問題與名詞釋義 

壹、待答問題 

依據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的待答問題可分述如下： 

一、高等教育機構爭取與執行競爭型計畫的目標設定與計畫建構策略為何？ 

二、高等教育機構執行競爭型計畫面臨之內、外在問題與因應作為為何？ 

三、執行競爭型計畫對高等教育機構之校務運作之影響與啟示為何？ 

四、政府在高等教育選用競爭型計畫作為政策工具應注意那些事項？ 

 

貳、名詞釋義 

一、競爭型計畫 

競爭型計畫係為有效實踐策略計畫的政策工具之一，亦可視為類市場機制的資

源分配方式，主要由政府欲解決問題面向出發，進行規劃、設置，並提供經費預算，

由標的對象提出發展計畫，經由階段性與總結性等歷程之評選審查後，最終給予有

限名額與經費補助之計畫項目。本研究中的競爭型計畫，係指我國政府依據特殊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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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目的，編列特別預算與實施年限，據以提供全國高等教育機構編擬個別執行計畫，

以分配有限資源的績效導向型計畫。 

 

二、政策工具 

政府政策工具可視為政府為了達成具體政策目標，而採取的一系列機制、手段、

方法與技術。本研究中的政策工具，係指政府為了達成具體政策目標而行使其權力，

於政策工具箱中挑選，並用以解決特定問題或達成特殊政策目標的工具、方法與機

制之匯集組合。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取徑中的多重個案研究法（multi-case study），資料蒐集

方法則採用訪談（interviews）及文件分析（documentary analysis），據以探究我國

高等教育機構執行教卓計畫的相關內容與歷程。 

 

一、文件分析 

文件分析部份，來源以教育部公告、各大學教卓辦公室（包含正式組織或任務

編組辦公室等）公開資訊及各校校務公開資訊為主。 

 

二、訪談對象 

訪談對象以實際執行教卓計畫的業務主管、系所主管或行政人員為主，並採取

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及滾雪球取樣（snowball sampling）兩種方法。立

意取樣上首先透過參與全國高等教育機構行政主管會議、教卓計畫成果發表會與教

卓相關會議的機會，接觸負責實際執行各校教卓計畫辦公室的行政主管或負責執行

教卓計畫的系所主管，進而邀請其參與本研究；其次，最後透過滾雪球取樣方式，

由各校教卓計畫行政主管或負責執行校內計畫的系所主管推薦處理相關業務的行政、

資訊分析人員，並邀請進行訪談。本研究共計訪談 25 位不同層級之教卓計畫執行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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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案選取 

個案學校之擇取，原則上就一般大學分為公、私立兩類別，各自分為持續性獲

得經費補助、間斷性獲得經費補助（二期）、間斷性獲得經費補助（一期）等 3 項

子類別，共計 6 類型高等教育機構。本研究共計選取 11 所高等教育機構。 

 

貳、研究步驟與流程 

一、研究步驟 

（一）計畫階段 

本研究在計畫階段，先就研究主題及範圍進行聚焦，並就資料彙整結果，將主

要問題意識具化為概念。其次，藉由國內、外相關研究進行比較分析，歸納出可能

的理論、模式與實施架構。最後，透過與指導教授的交互討論，規劃論文研究的可

行方向及實施形式。 

（二）實施階段 

本研究在實施階段，將透過教育部公告、各大學教卓計畫辦公室公開資訊及各

校校務公開資訊，進行相關文件的蒐集、彙整、分析與初步推論。其次，藉由各校

負責執行教卓計畫的行政主管、負責執行校內計畫的系所主管與行政人員訪談，以

了解該計畫在各校的執行困難與不同階段性成果。 

（三）完成階段 

本研究在完成階段，首先將分析質性資料，同時進行逐字稿編碼及分析，並據

以撰寫分析報告。另外，依據分析結果，比較對照文件分析內容與初步推論，以完

善研究結論，提供政府與高等教育機構未來參考。 

 

二、研究流程 

首先，將進行問題聚焦與整合，並就研究焦點進行文獻蒐集、彙整及探究。其

次，針對教卓計畫相關文件進行初步分析。其次，則藉由分析成果與高等教育機構

類別的差異，選取預進行個案研究的機構，希望能夠更為全面的涵蓋執行教卓計畫

的不同類別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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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個案研究後，將進行初步的質性資料分析，內容將包含探討高等教育機構

爭取競爭型計畫的目標設定與因應策略、機構執行競爭型計畫的方法與挑戰、競爭

型計畫對高等教育機構校務發展的影響等項目。同時，亦藉由三角檢定法，避免研

究者與受訪者間的詮釋理解誤差，導致研究成果的推論偏誤。 

接續則利用分析結果，結合個案訪談資料進行研究報告撰寫。報告撰寫階段，

亦時常回頭檢視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以確認研究結果推論是否符合邏輯、研究結

論是否與主題相互呼應、研究結果是否產生生態謬誤7（ecological fallacy）、研究

報告是否過份強調或化約某項特質變數、證據串連方式是否符應研究需求等問題。 

關於本研究的可信賴度（trustworthiness）部份，研究者相當重視 Lincoln 和 

Guba 於 1985 年提出的四個規準，分別是（一）可信性（credibility）；（二）可轉

換性（ transferability ）；（三 ）可靠性 （ dependability ）；（四）驗 證性

（confirmability）。因此，除利用三角檢證（triangulation）外，研究過程中亦時時

確保研究資料的回溯檢核、適時延長訪談個案學校的觀察與澄清研究者本身的偏見，

以提昇本研究的內在與外在的可信度及真實性。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範圍分就「時間」及「政策個案範圍」等二面向進行探究。在「時間」

上為政府推動教卓計畫的時間迄今（自 2005年起至 2017年止），共計 13年。「政

策個案範圍」上則就一般大學分為公立及私立兩類別，各分為持續性獲得經費補助、

間斷性獲得經費補助（二期）、間斷性獲得經費補助（一期）等 3 項子類別，共計

6 類型高等教育機構，以進行個案學校之挑選。依附錄一羅列之個案研究資料庫學

校觀之，持續性獲得補助的一般大學個案由受補助期數達 3 期以上學校挑選之；間

                                                            
7 由於使用之分析單位（unit of analysis）的變換，容易出現跨層級邏輯推論上的謬誤，此現象泛稱

為生態謬誤（又稱為區群謬誤）。若細而言之，又可區分為生態謬誤與個體謬誤（individualistic 

fallacy）兩種，生態謬誤係指基於群體的統計數據對所包含及下屬的個體性質作出推論，假設所有

個體都和群體的性質一樣；反之，以個體的統計數據推論至群體，則稱為個體謬誤。目前學界常以

生態謬誤一詞通稱上述兩種邏輯推論謬誤（江芳盛、李懿芳，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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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性獲得補助（二期）學校由受補助期數 2 期以下的學校挑選之；間斷性獲得補助

（一期）的學校則由受 1 期補助的學校挑選之。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研究限制包含： 

一、研究個案數目與類別有限 

本研究因時間、資源有限，無法將我國全體高等教育機構（例如公、私立大學

與技職校院等）、各校執行教卓相關單位（例如不同專業學院、系所與研究中心

等）、教卓計畫實施脈絡中的各類別利害關係人（例如教授、學生、相關社群與各

利益團體等）及其回饋納入研究範圍之中，僅就個案類別內的 6 項類別大學校院，

挑選本研究之個案。 

 

二、研究未包含不同政策工具在不同高等教育機構實施之成效 

因各大學執行教卓計畫的內、外在條件與相關機制不盡相同，實際影響與限制

亦因組織架構、成員共識或校務支持系統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是故，本研究僅就教

卓計畫執行與影響範圍進行探究，並未包含不同政策工具（例如私校獎補助款或國

立大學合併辦法等）對高等教育機構的直接或間接影響，以及該個殊類別工具之執

行綜效。 

 

三、研究結論不包含對政府不同政策工具的選擇與應用提出建議 

本研究著重於教卓計畫對高等教育機構內部產生哪些作用、高等教育機構如何

因應教卓計畫的實踐，以及教卓計畫實施的具體成果為何。易言之，本研究主要以

高等教育機構的視角，了解競爭型計畫對高等教育機構的影響。不同政策工具的選

擇方式、因應策略、執行步驟或交互影響程度等項目並未涵蓋於本論文研究範圍中。 

 

 

  

 



14 
 

  



1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第一節將先說明政府政策工具的定義與特性、類型以及影響政策工具的選擇因素；

第二節則整理我國高等教育場域中常見之競爭型計畫；第三節就我國針對教卓計畫的相關

研究進行彙整；第四節藉由高等教育機構校務經營內涵的探究，以厚實後續研究與分析的

理論基礎。 

第一節  政府政策工具 

政府政策工具可視為政府為了達成具體政策目標，而採取的一系列機制、手段、方法

與技術。政府如何在民選政府（涵蓋政府行政官僚、立法機構、智庫組織等）、任命官員、

利益團體、研究機構、大眾傳播媒體、標的群體等不同角色間的衝突、協調與合作中找到

平衡，進而規劃與設定符應需求的政策，並同時選擇契合的政策工具，著實是個相當棘手

且不易取得共識與平衡的議題；再者，政策目標的達成與否，或是推動與執行相關政策的

真實成效高低，同樣取決於政策工具的妥當運用。耑此，政策工具的選擇攸關政策執行與

推動之成敗（吳得源，2006）。本節將先針對政府政策工具的定義、特性、類型與影響選

擇政策工具的因素進行探究，以期對政策工具的通盤意涵具備整全地理解。 

 

壹、政府政策工具的定義與特性 

一、政策工具之定義 

政策工具（policy instruments or policy tools），或稱治理工具（governing instruments 

or governing tools）、政府工具（tools of government）、治國才能8（statecraft）、政府科

學（science of government）。係指一種由政府行使權威的方式與技術，藉由政府的合法性、

規範性、強制性、目的性等特色的支持，藉以影響、改變、達成、解決或預防社會的重大

改變（吳定，1984、2013；Anderson, 1977；Baldwin, 1985；Eliadis, Hill & Howlett, 2005；

Le Galès, 2011；Peters, 1989；Salamon & Lund, 1989；Schneider & Ingram, 1997；Vedung, 

                                                            
8雖然治國才能（statecraft）這個詞彙用法與公共政策研究較無關連，但在 Baldwin（1985）的研究中，將其

定義為「為了達成外國政策目標所選用的方法」。依據 Lasswell（1945）的政策工具分類內容，或可將

Baldwin 的用法視為一種政策工具的分類形式。其內容包含宣傳（propaganda）、外交（diplomacy）、經濟

治理才能（economic statecraft）以及軍事籌劃才能（military state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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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換言之，政策工具的影響不僅在於靜態的政治制度或法令規章中，同時也涵蓋了

國家政治運作、社會經濟活動與全體公民的日常生活。除此之外，政策工具亦相當程度地

反映了當前的政治生態與文化場域， Wildavsky（ 1987）說明了與威權主義取向

（authoritarian orientations）、個人主義取向（individualistic orientations）以及平等主義取

向（egalitarian orientations）文化下的社會所連結的政策工具。舉例來說，階層分級或制

裁工具與威權文化息息相關、誘因導向工具和個人主義彼此連結、能力建立或象徵性工具

則與平等主義相互關聯。 

總而言之，本研究中的政策工具可定義為政府行使其權力，於政策工具箱中挑選符合

現階段社會脈絡之綜合性工具，進而影響、引導或避免社會改變之產生，最終達成政策目

標或解決特定政策問題之目的。簡言之，政策工具就是將政策目標轉化為具體政策行動時

所使用的工具、方法與機制之有機組合。 

 

二、政策工具之特性 

根據上述政策工具的定義，研究者彙整其特性如下： 

 

（一）合法強制性 

政策工具的施行必然立基於政府本身的合法性權威，Hood（1986）、Linder 和 Peters

（1990）與 Hall（1993）認為政策工具是一種兼具技術性與社會性的工具（device），這

個工具是一種特殊類別的機制（institution），負責處理政府與其預期解決問題間的特殊

性社會關係。除具有政治與社會關聯性的明確概念外，亦需受到規章制度（regulation）

的規範（Lascoumes & Le Galès, 2007）。 

Lowi（1972）則認為政策工具所具備強制力的強制力高低，有助於理解不同政策中某

些動態性的政治後果（dynamic political consequences）。Doern 和 Wilson（1974）以及

Doern 和 Phidd（1992）同樣認同 Lowi 的看法，說明所有的政策工具都具有強制連續性

（coercion continuum），而且在政策的推動與執行過程中，政策工具可能會隨著時間遞嬗，

從低強制性質轉變為高強制性質，其目的在於調整、替換或汰除無法解決公共問題或政策

目標的工具組合。Howlett 與 Ramesh（1995）的觀點則進一步改良 Doern 與 Phidd 的理論，

同時綜合歸納其他學者研究的政策工具內涵，藉以建構一套新的政策工具架構。這套架構

 



17 
 

稱為「實質性政策工具光譜（A spectrum of substantive policy instruments）」（見圖 2-1-

1）。兩位學者以國家權威機構涉入政策工具的程度劃分為三個種類，易言之，由強制性

特質的高低，發展出由自願性至強制性的政策工具光譜，該分類為 1、自願性工具

（voluntary instruments）：係指國家權威機構不介入或極有限的介入政策工具應用，公共

問題大致上可由私有市場（private market）、家庭與社群（family and community）或自願

性組織（voluntary organization）等機制來解決；2、混合性工具（mixed instruments）：融

合了強制性與自願性政策工具的特色，國家權威機構藉由政策工具不同程度或力道介入，

讓個體、群體或組織等利害關係成員可以進行自主決定，其內容可以分類為資訊與勸誡

（information and exhortation）、補助（subsidy）、財產權的標售（au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賦稅與使用者費用（ taxes and user charges ）等項目； 3、強制性工具

（compulsory instruments）：又稱為指示工具（directive instruments），係指國家權威機構

採取由上而下的統治與思維方式，對目標個體、團體或組織採取強制性、直接性的管制或

干預行動，並給予微小的自主裁量（discretion）權力，其內容包含管制（regulations）、

公營企業（public enterprise）與直接撥付條款（direct provision）等項目。原則上，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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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實質性政策工具光譜 

資料來源：修改自 Howlett, M. & Ramesh, M. (1995). Studying Public Policy: Policy Cycles and Policy 

Subsystems.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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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較低強制性的政策工具失敗或某些政策目標具有較高的施政優先順序時，會改

選擇適用較高強制性的政策工具來達成預期目標及成效。 

 

（二）社會脈絡性 

政策工具的社會脈絡性，強調的是政策工具與社會脈絡之間的契合度。政策工

具的運用與推行並非作用於真空的環境中，而需考量政策目標、工具與社會脈絡的

配合度（林水波，1999）。換言之，政策工具是否考量到社會風氣和標的群體

（target population）的習慣與偏好，皆關乎政策行動具體成效的高低優劣。從政策

工具研究的歷程觀之，可以了解到政策工具本身的演進與社會脈絡連結的重要性。

Howlett（2005）彙整發現，第一代的政策工具研究著重於個別政策工具的相對優

點與缺點，此一階段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有其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及偏好，例如

經濟學家關注如何定義並處理市場失敗的工具應用；而政治學家則是行政決定歷程

的紀錄中，檢視政策工具的的政治力量、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和次級系統的

複雜性（subsystem complexity），以發展其現階段和未來的應用性，但是該階段中

兩個理論的應用還是在於就技術層面評鑑不同政策工具的適用程度，易言之，就是

重視政府作為的效率高低與正確與否。反觀，第二代的政策工具的研究則反映出政

策工具的選擇，對於其所處的政策系統、政策網絡、決策系統和執行過程間各面向

互動關係的重要性，其原因在於政策工具能引領（steering）複雜政策網絡中的相

關利害關係人，據以達成政策治理目的（周曼琳，2011；Howlett, 2005；Mayntz, 

1993, 2006）。 

再者，Linder 與 Peters（1989）對政策工具研究學派發展的分析，亦呼應了上

述的轉變，也就是從技術應用面轉而強調社會脈絡性。Linder 與 Peters 指出政策工

具的發展可分為下述 4 個時期：1、工具論者（instrumentalists）：以技術理性為基

礎，政策工具在這個理論中具有很高的可信度，能夠廣泛地推行且不容易失敗；2、

程序論者（proceduralists）：主要論述為沒有一種政策工具能適用於各種政策場域，

因為政策工具在執行中常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造成政策問題的解決成效有所差異

與不同；3、權變論者（contingentists）：藉由明確的政策目標選擇最適切的政策

工具，俾利在適應政策環境的立基上獲致良好的實施績效；4、建構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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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tivists）：除了關心政策實踐脈絡外，亦關心政策網絡、行政決定系統與

實踐歷程建構而成的意義。值得注意的是，後起的建構論觀點正是因為其關注的焦

點在於考量政策工具的社會脈絡性而被廣為接受。 

 

（三）複合統整性 

對於設計更有效能的政策工具來說，理解應用組合式（bundles）或文件夾式

（portfolios）的政策工具，比起應用單一類別的政策工具來的更為重要（Howlett, 

2005）。換句話說，對於處理多數的複雜政策議題來說，工具組合（combinations 

of instruments）是個更被廣為應用的項目（koeppel, Ürge-Vorsatz & Mirasgedis, 2007; 

Bressers & Huitema, 1999; Howlett, 2011; Gunningham & Siniclair, 1999）。Salamon

於 2002年提出的政策工具的多維性（multidimension）或Howlett（2011）說明的多

樣目的性（multi-purpose），皆用以表示政策工具的內涵及分類相當複雜，並不像

單純物理世界的各類物品一般，能夠明確地藉由純然的工具性質予以分類。耑此，

在變動且複雜的政治、社會或歷史環境脈絡下，沒有單一的政策工具可以達到所有

的政策目標，政策方案中又可能涵蓋多種工具項目，故政府會以複合式的政策工具

組合以實踐不同的政策方案和目標，具體交織而成的便是複雜而多元的政策工具運

用樣貌。此外，林水波（1999）亦點出政策工具統整性的重要，因為當政策工具的

運用具有內在一致性時，政策工具間的行為設定也能避免相互矛盾與衝突，而不致

使政策工具的效果互相抵消，進而發揮政策工具的相乘效應。 

         

（四）目的導向性 

政策工具係政府將政策目標落實為政策行動所運用的方法或機制，最終具備或

避免改變社會之成效。換言之，政策工具的運用具有明確的目的導向性，是一連串

經過縝密地系統思考行為、是秉持不能與政策目標脫鉤之原則的行動，進而希望能

夠達到政府政策之目標，以形塑社會所期待的願景（丘昌泰，2013；林水波，

1999）。Salamon和 Lund（1989）認為政策工具是達成預期政策行動成果的催化劑，

其又被視為政策行動的本質，其原因在於政策工具能夠被當成為獲得某些預期成果

的基本刺激，用以協助政府行動獲得關注或後續效益，例如提供某些組織獎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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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提供服務，能夠讓更多的相關利害關係人留意到該項政策的推動，進而關心並參

與該項政策內容的實施歷程。 

Schneider與 Ingram（1990）將政策工具定義為政府用來達成政策目標的方法與

技術；易言之，政策工具是有目的性的行動藍圖。耑此，Schneider 與 Ingram

（1997）更進一步的將政策工具定義為政策設計的一環，用以促使行政官僚或標的

群體從事或不從事某些行為、預期矯正某些行為、解決公共問題或達成某些政策目

標等。在這樣的歷程中，政策工具扮演著獨立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s）的角色，

針對所欲達成的目的啟動其作用，並且影響著後續的政策實施成果。 

 

（五）中介轉化性 

政策工具是將政策目標轉化為具體政策時間所使用的工具、方法與機制；然而，

政策工具的實施效果是需要仰賴標的群體的參與，以及傳輸系統的中介作用以達到

執行效用的最大化。質言之，政策工具需要透過社會上的不同個體、群體或組織日

積月累地努力以協力完成，然而上述相關厲害關係人和群體的意見、觀點與態度，

都可能形塑出殊異的社會價值，而影響政策行動之具體成效（丘昌泰，2013；林水

波；1999；Salamon & Lund, 1989；Schneider & Ingram, 1997）。因此，Schneider 與

Ingram（1997）特別重視政策工具與群眾政策參與（policy participation）間的相互

關係比較及分析。尤其，為了遂行政策預期目的，標的群體必須服膺政策目標、適

時掌握政策機會（policy opportunities）與協同互助合作（coproduction），以完成

社會大眾所期待的美好願景。除了 Schneider 與 Ingram 之外，Howlett 於 2000 年也

提出「程序性政策工具光譜（A spectrum of procedural policy instruments）」（見圖

2-1-2），以補充前述「實質性政策工具光譜」的不足。在程序性政策光譜中，雖

然主要架構仍是以強制性的高低對政治治理或干預策略的影響為彙整原則，但其更

強調的是，政策制定歷程中各類利害關係人所存在的網路節點間之連結關係。換言

之，程序性政策工具光譜關注的是，政策工具與群眾政策參與間的互動關係，其所

彙整的是被用來操縱次級政策系統（policy subsystem）中相關個體或群體的工具，

而這些工具皆採用了特定的資源，並操縱某一面向的次級政策系統或政策環境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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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程序性政策工具光譜 

資料來源：修改自 Howlett, M. (2000). Managing the "hollow state": procedural policy instruments and 

modern governance. Canadi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43(4), 412-431. 

  

此外，Salamo 和 Lund 點出政策工具的推展，需要利用傳輸機制做為媒介。由

於政策工具是種特殊活動類別或行動的集合體，故政府往往會藉由一種以上的傳輸

機制，例如大學或研究機構等，用以傳播或執行政策內容，並達成政策工具的預期

成效。總而言之，政策工具本身需仰賴標的群體的主動參與以及傳輸機制的中介，

藉此將政策目標轉化為實際的政策行動，以達到改變社會或解決問題之目的。 

綜上所述，政府政策工具可以被定義為政府行使其權力，於政策工具箱中挑選

符合社會脈絡之工具組合，用以影響、引導或避免社會改變之產生，最終達成政策

目標或解決特定政策問題之目的。根據上述定義可知，政府政策工具集結合了合法

強制性、社會脈絡性、複合統整性、目的導向性以及中介轉化性等特質，體現出政

策工具與政策目標並非只是線性地擇優汰劣等關係，而是更進一步重視政策實踐脈

絡，以及標的群體參與和政策工具間的動態歷程。這種交融匯合的混合政策工具樣

態，在政策設計、制定、執行與推動歷程中，都扮演著相當關鍵的角色。下一個部

分，研究者擬根據學者專家的相關研究，歸納並分析政府政策工具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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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政府政策工具的類型 

如同 Salamon 於 2002 年所提出的政策工具多維性，亦正因為政策工具的多維

性特色，使得政策工具的描述及歸類相當困難與複雜。耑此，自 1930 年代起，陸

續有諸多學者嘗試提出不同的政策工具分類架構（謝宇程，2009；Bardach, 1979；

Dahl & Lindblon, 1981；Doern & Phidd, 1992；Gormley, 1987；Howlett, 2000；

Howlett & Ramesh, 1995；Lasswell, 1936；Linder & Peter, 1989; Lowi, 1972；

McDonnell, 1994；McDonnell & Elmore, 1987；Schneider & Ingram, 1990; Vedung, 

1998；Weimer & Vining, 2017）。然而，由於不同學者的切入觀點部分相似、部分

殊異，間或概念相仿或性質重疊，因而讓整體架構略顯紛亂與龐雜，也不易於後續

參考應用。是故，研究者整合不同學者的分類觀點後，依據政策工具的特性與實施

效果，歸納並彙整出下列的政策工具類型。： 

 

一、強制性政策工具 

政府做為公權力執行的機關，因其合法權威性，其所使用之政策工具必然隱含

強制力的特性與效果。因此，雖然學者們對於政策工具如何分類的意見大都呈現分

歧的狀態，惟強制力的高低能夠取得多數學者的共識，進而成為共通與主要的分類

原則。例如，早在 1936 年，Lasswell 將對於解決市場問題的政策手段與效果分為 4

種，其中激烈性（violence）即指涉政策手段的強制性高低。後進學者如謝宇程

（2009）、Doern 和 Phidd（1992）、Gormley（1987）、Hood（1986）、Linder 和 

Peters（1989）、  Lowi（1972）、McDonnell 和 Elmore（1987）、Schnider 和 

Ingram（1990）、Weimer 和 Vining（2017）進行政策工具分類時，也都分別提到

提出管制性政策（regulatory policy or rule）、規章制度（regulation）、法律權威

（authority）、嚇阻（deterrence）、威嚇式政策或強制性工具等分類名詞，用以表

示強制力高的政策工具類別。意即，政府藉由運用合法權力（例如自治規範、環境

法規或道路速限），希望能夠建立規範標的群體行為的制度或規則，以解決公共問

題或達成政策目標。 

簡言之，強制性政策工具即俗稱的棍子（sticks）（Vedung, 1998），強調政府

推行該工具時，能夠植基於其政府機關的權威性與政策工具的強制力，即便違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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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或群體本身的動機、意願與價值，依舊能讓標社群或組織採取政策目標所預期的

服從行為。 

 

二、誘因性政策工具 

誘因性政策工具（ inducement or incentives）即為俗稱的蘿蔔（ carrots）

（Vedung, 1998），係指政府提供各種形式的報酬，鼓勵某些特定個體或群體採取

預期的政策性行動；抑或是加重某些成本的投入，希望提昇某些特定行動發生的可

能性（謝宇程，2009 ；Bardach, 1979；Gormley, 1987；McDonnell & Elmore, 1987 ；

Schneider & Ingram, 1990；Weimer & Vining, 2017）。換言之，誘因性政策工具是

一種因勢利導的政策行為，促使期望的行動、服務或產品之產生，例如政府的援助

撥款金、賦稅減免優惠與特定種類稅收等，都屬於誘因性的政策工具。值得一提的

是，政府時常同時兼用誘因性政策與強制性政策，意即蘿蔔與棍子並用，以期收穫

最大可能性的最佳政策效果。 

 

三、分配性政策工具 

本研究所指涉的分配性政策工具內涵較廣，其強調的是藉由重新分配資源（包

括物質與服務）或重塑權力結構等策略，以促進政策目的的達成。例如，低收入戶

救濟金、老農津貼、公共補助之醫療或輔導服務、各種稅賦、權責改變與組織改組。

是故，這項分類包含了謝宇程（2009）與 Lowi（1972）提及的分配性政策和重分

配性政策、Hood（1986）歸類的財務性政策工具（treasure instruments）、Linder 

和  Peters（1989）說明的補助（subsidy）和賦稅（ tax）政策工具、Weimer 與

Vining（2017）討論的保險與救助（insurance and cushions）工具，以及 McDonnell

與 Elmore（1987）提及的系統性變革（system-changing）之政策工具類型。簡言之，

分配性政策工具是政府利用金錢資源、物質資源或組織改革等方式，用以進行合理

的調整與規畫，並具體解決公共性9的問題。例如減少貧富差距、促進社會福祉、

提高政府運作效率與效能、調和個別公民權利與整體社會利益、提供各種符合民主

                                                            
9 此處所述的公共性係為狹義公共性，等同於公共利益，以及公共利益所包含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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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的對話機制、強化資訊近用與公開、藉由非預期性外溢效果的分析，提高普遍

利益等，都是分配性政策工具的相關內涵。 

 

四、賦能性政策工具 

賦能性政策工具的施行目的，在於希望藉由強化政策行動者的智識、技能與行

動資源，來提升其判斷思維、選擇能力與實際作為，最終提高政策目標達成之可能

性。故謝宇程（2009）與 Bardach（1979）提出的賦能政策、McDonnell 和 Elmore

（1987）說明的能力建構（capacity-building）政策工具類型，以及 Schneider 和

Ingram（1990）歸類的能力工具（capacity tools）與學習工具（learning tools）等類

別，皆涵蓋在賦能性政策工具的類別之下。換言之，賦能性政策工具相對較著重於

政策行動者的能力建構，可能藉由研究與講座的參與、教育課程的訓練、公民會議

或公共論壇的討論等策略，讓行動者更了解政策問題的本質與政策行動的內涵，進

而能夠產生或調整相應的行為策略，最終有效地達成政策願景與目標。 

 

五、象徵性政策工具 

相對於強制性政策工具，象徵性政策工具具備的強制力為最低。象徵性政策工

具的運用，主要基於政策行動者進行選擇時，是根據其所持的價值、觀點與信念，

而非侷限於實質的物質或經濟等因素。因此，政府會希望藉由象徵性的資訊、標語、

歌曲、廣告媒體或形象畫面的散佈，讓行動者慢慢形塑，並擁有服膺政策目標的覺

知（awareness）與價值觀，進而產生自發性、自覺性等行為，以利政策之推行。

例如，謝宇程（2009）、Doern 和 Phidd（1992）的勸戒性（exhortation）政策工具、

Gormley（1987）、Schneider 和 Ingram（1990）與 McDonnell（1994）的勸說性工

具（hortatory tools），以及 Vedung（1998）的佈道性（sermons）工具等，都屬於

象徵性政策工具的範疇。 

總而言之，本研究整合各學者的研究與論述後，根據政府政策工具之特性與可

能的運用效果而歸納出 5 種政策工具之類別，分別為強制性政策工具、誘因性政策

工具、分配性政策工具、賦能性政策工具與象徵性政策工具。表 2-1-1 分別彙整、

羅列出各類型政策工具的內涵與具體實例。依本研究定義之競爭型計畫，係屬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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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與誘因性等特性之政策工具組合。其組成比例差異，可能因為計畫設定或實

施期程等因素而有所轉變，舉例來說，教卓計畫第一期目標以基礎建制為主，加上

計畫處於初始狀態，無論是政策主導機關或是獲獎大學都尚未具備充足經驗，因而

該期的強制性特色就會較為鮮明；教卓第二期計畫之目標在於特色發展，在當期目

標設定與先前經驗積累的情況下，其誘因性特色比例就會較前一期高；教卓第三期

計畫之目標在於職涯轉銜，因為目標設定有強烈特定指向，故其強制性比例又會較

為提昇。此外，從政策工具組合中各類特色比例的差異中亦可以發現，當競爭型計

畫具有絕對性標準的目標設定時，其強制性特色就會非常顯著，反之，當目標設定

之標準保留較多彈性，或是選用非適宜、缺乏適當標準的目標時，強制性的特色比

例就會隨之降低。 

 

表 2-1-1   

政策工具類別 

政策工具類別 內涵 實例 

1 強制性政策工具 

強調政府推行該工具時，能夠植基於其

政府機關的權威性與政策工具的強制

力，即便違反人民或群體本身的動機、

意願與價值，依舊能讓標的群體採取政

策目標所預期的服從行為。 

1、 環境法規 

2、 交通法規 

3、 反歧視法案 

2 誘因性政策工具 
一種因勢利導的政策行為，促使期望行

動、服務或產品的產生。 

1、 稅賦減免 

2、 特定種類稅收 

3、 政府的援助撥款金 

3 分配性政策工具 

主張重新分配資源（包括物質與服務）

與重塑權力結構，以促進政策目的的達

成，例如減少貧富差距、促進社會福祉

或提高政府運作效率與效能。 

1、 老農年金 

2、 低收入戶之救濟金 

3、 公共補助的醫療或輔導之服務 

4、 各種稅賦 

5、 權責改變與組織改組 

4 賦能性政策工具 

希望藉由強化政策行動者的智識、技能

與行動資源，來提升其判斷思維、選擇

能力與實際作為，最終提高政策目標達

成之可能性。 

1、 研究與講座 

2、 教育訓練課程 

3、 公民會議或公共論壇 

5 象徵性政策工具 

藉由象徵性的資訊、標語、歌曲、廣告

媒體或形象畫面的散佈，讓行動者慢慢

形塑，並擁有服膺政策目標的覺知價值

觀，進而產生自發性行為，以利政策之

推行。 

1、 象徵性的標語或歌曲 

2、 廣告媒體 

3、 資訊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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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擇政府政策工具的影響因素 

政策執行的歷程當中，將方案策略落實或銜接到實際執行的轉換並不容易，過

程中的許多問題及其內含性質都可能對政策執行與政策工具應用造成影響，例如執

行政策或圍繞標的群體的環境、負責執行政策的組織行政機制、政策設定的侷限等。

就問題性質本身來說，會從幾個面向來影響政策方案，包含政策決定在執行過程中

的不同技術困難程度、政府方案中預期處理的多元問題、標的群體的內部多元性或

組織規模與關乎行為改變程度（如消除性別與種族歧視）的政策需求等。此外，政

策工具執行也可能受到社會、經濟、科技和政治現況等因素的顯著影響（Howlett 

& Ramesh, 1995）。此外，政策工具在政策執行中具有下列三項重要地位，分別為

（一）政策工具是實現政策目標的基本途徑；（二）政策執行本身就是政策工具選

擇的過程；（三）政策工具選擇是政策成功與否的關鍵（孫志麟，2013）。耑此，

政策工具的選擇除了與上述政策場域的內在與外在環境脈絡、政策預期目標與政策

手段間的關聯性質、相關利害關係個體與群體間的合作衝突等面向息息相關外，亦

包含所需資源質量（含實質財政與資訊資源）與管道、政治選擇偏好與趨向、政治

治理模式與強制程度等項目。具體化約影響政策工具的選擇因素，大致可以分為下

列四種項目：（一）實施成本：包含資源多寡與密集程度、政治風險與考量、政治

選擇與趨向等；（二）時間與脈絡：問題解決急迫性、問題與制度脈絡、治理活動

侷限性、政治與組織文化等；（三）技術：政策工具特質、政府治理邏輯的變換、

手段與目標的適配性、執行政策工具的能力等；（四）政策目標：標的對象、愈解

決之公共問題等。而實際政策選擇歷程中，依據各象限中的具體定位，即可初步檢

視政策工具選擇後所形塑的樣貌。 

 

一、實施成本因素 

就實施成本因素面向觀之，充足持續的資源支持、積極有效的資源分配策略與

搭配行政運作項目的複雜程度，都具體顯現在政策工具對於財政資源（ fiscal 

resources）與資源密集度（resource-intensiveness）的依賴程度之上，愈需昂貴資源

方可操作與執行的政策工具，執行機關若欠缺足夠資源或可靠的行政支持，自然無

力運用。易言之，資源的寬裕與否所形塑的政策工具選擇成本，不僅關係著政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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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political feasibility），對於政策決定者來說是個左右政策工具選擇的關鍵因

素之一（施能傑， 1999；Howlett & Ramesh, 1995 ；Linder & Peters, 1989；

McDonnell & Elmore, 1987）。此外，政府選用政策工具可能遭受相關利害關係人

政治傾向的的支持或反對（political support and opposition），當然也包含著政策可

能成功或失敗的機率，這樣的政治風險（political risk）都是實施成本因素的內涵之

一（Linder & Peters, 1989；Ringeling, 2002）。 

 

二、時間與脈絡因素 

時間與脈絡因素中蘊含的層面相當多元，在制度脈絡中的多維因素

（multidimensional factor）的影響下，政策工具並非呈現中立性的樣貌，而是凝聚

了多種政治觀念、權力型態、技術內涵或利益取向的綜合體。而各式組織的設置、

結構與功能、國家權威的集權程度與法制體系的強制程度、政策工具實施歷程對目

的達成與利益影響的層面、政治意識形態對政策工具選擇的干預、政治邏輯與治理

型態的特質、環境面向中政治意識形態的傳播、學習和移轉等向度，都會直接或間

接的影響政策工具的選擇或政策工具組合（policy mixes）的提出（施能傑，1999；

Birkland, 2011；Bressers & O’Toole, 2005；Howlett & Rayner, 2007； Howlett, 2009； 

Le Galès, 2011；Linder & Peters, 1989；McDonnell & Elmore, 1987；Peters, 2002；

Ringeling, 2002；Salamon & Lund, 1989；Webb, 2005）。此外，政策工具產生效用

時間的長短，亦可能影響政策工具的選擇，並在循環歷程中回過頭來造成施政優先

順序的改變、影響政策工具的存廢與限縮應用資源的多寡（施能傑，1999；

Howlett & Ramesh, 1995；McDonnell & Elmore, 1987；Smith & Ingram, 2002）。 

 

三、技術因素 

政策工具選擇的技術因素，除了包含政策工具本身的自動化程度（意即無須持

續的行政程序與操作即可規律性的重複執行）外， 亦包含政府進行政策背景了解、

問題解析、現況分析、目標設定、政策溝通、政策傳輸、共識凝聚、資訊分析、問

題解決模式選用等項目所需的政策執行能力，以及具體明確的政策執行程序、成熟

的行政執行機制、訓練有素的行政人員等面向的相互配合（施能傑，1999；

 



28 
 

Birkland, 2011；Howlett & Ramesh, 1995；McDonnell & Elmore, 1987；Salamon & 

Lund, 1989；Ringeling, 2002）。此外，政府治理邏輯的變換，例如從政治中立的行

政主導特性，過渡至新公共管理治理邏輯，以及其後的網絡或協力（collaboration）

等新治理型態，在在都呈現著持續變動與發展的特性，其目的不僅在於用以解決公

共需求、財政負荷、效率提昇、多元參與等議題，亦與所處環境脈絡息息相關，諸

如資訊科技進展、多方參與行動成員、政策議題相互涵攝、多元權力流動等，都可

能造成政府治理邏輯與觀點的持續演變，並左右著政策工具的選擇和價值取向的偏

好（Howlett, 2009；Peters, 2002）。 

 

四、政策目標因素 

政策目標對於政策工具選擇的影響上，主要在於選用政策工具的目標是否具有

標的性（targeting）或精確性（Linder & Peters, 1989），其原因在於當政策關注的

焦點尚未集中或未能精準指涉問題本質時，往往會在還不了解該政策工具應用的內

容或成效時，便選用某類特殊的政策工具或政策工具組合，在某些特例情況中，政

治決策者亦可能會選用一個與政策目的毫無關係的工具選項（Kassim & Le Galès, 

2010）。因此，當政策標的群體與目標本質尚未釐清時，政策工具的選擇便有其侷

限性與偏誤性。為了解決這樣的受限情形，針對諸多可能政策工具選項選擇最適切

的一種或多樣工具組合，並針對所預推展的情境進行整體或客製化（customization）

的設計，用來處理已被定義後需解決的目標問題（Susana & Charles, 2013），似乎

是值得參考與實踐的方式。 

由於政策問題、政策目標、標的團體等複雜因素不斷的相互影響，使得政策工

具的應用並無一套可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與模組。因此，政策設計者在面臨變化多

端的環境下，對於所採用政策工具效果的論斷，也須視不同政策問題、政策目標、

政策工具本身的特點、實際的情境、手段與目標的適配性、執行者的意願與能力等

情況而定（翁興利，2004；孫志麟，2013）。從前述 McDonell 與 Elmore、Linder

與 Peters 到 Ringeling、Birkland 等學者的研究中，我們亦可以觀察到政策工具選擇

模式的演變，而從不同政策工具選擇面向上化約而成的選擇因素（實施成本、時間

與脈絡、技術與政策目標）觀之，隨著時間遞嬗與諸多研究界定的演進，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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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擇因素需兼容考量的層面也隨之擴張（見表 2-1-2）。換言之，從 McDonnell

與 Elmore（1987）藉由選定政策工具來界定政策問題的探究脈絡可以得知，兩位

學者在政策工具的選用因素上較重視政策工具的實施成本，以及時間與脈絡上的影

響；但從 Birkland（2011）對政策工具選擇的研究當中，卻可以發現政策工具連結

或影響的層面已然較先前的領域有所擴展，除了重視實施成本外，對於技術或政策

目標，甚至實施時間、政策實施場域、政策實踐脈絡等面向，都需加以考慮，然後

政策決定者才能從政策工具箱中挑選出最適宜工具項目，並加以組合應用和統整執

行。 

Linder 與 Peters（1984）兩位學者曾表示，對於政策工具與整體政策歷程了解

的程度愈深，就愈能遂行更有效率的政策工具介入機制。然而，卻不是所有體系的

理論對於政策工具的實踐都具備正面論述。從鉅觀社會學（macrosociology）的角

度觀之，政策工具的選用就像使用不合時宜的工具來進行手術一樣10。對於預計達

成的目標是毫無任何幫助的。相較於政策設計方法中，由政策工具的工具箱中挑選

當下環境體系下最適切的政策工具，Kassim 與 Le Galès（2010）提出了社會學方法

的看法，兩位學者指出，政策工具不需要立即的被政策制定者從工具箱中挑選出來，

而是應該回歸到政策問題本質的重視與關注。應該重視的部份是建構與發展政策工

具的立即性需要，而不是簡單的進行要與不要的選擇，亦或僅重視政策工具的執行

與政策工具本身而已。耑此，先前從制度脈絡、政府能力、財政資源、政治的支持

與反對、資訊與過去的政策選擇等政策工具選用限制，或由政策工具選擇面向上化

約而成的選擇因素（實施成本、時間與脈絡、技術與政策目標）等面向，探究教卓

計畫的規劃與實施。而選擇競爭型計畫當作具體改善高等教育教學品質的政策工具，

雖然成為政府政策工具箱中當下最便利的選項，但是否真能回應到欲解決問題的本

質，確實相當值得持續研究與關注。 

 

 

 

                                                            
10 原文：「’macrosociology’ is ‘as likely to support the shotgun or the sledgehammer as it is the scalpel’ – 

and thus unhelpful. （Linder & Peter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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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政策工具選擇因素分析表 

學者 選擇因素取向 政策工具選擇內容 特色 

McDonnell 與 Elmore

（1987） 

1、 實施成本 

2、 時間與脈絡 

制度脈絡、政府能力、財政資

源、政治的支持與反對、資訊、

過去的政策選擇。 

明確選定一個政

策工具，用以定

義政策問題。 

Linder 與 Peters

（1989） 

1、 實施成本 

2、 時間與脈絡 

3、 政策目標 

資源密集性、標的性、政治風

險、限制程度。 

著重政府實施政

策工具面臨的內

在與外在問題。 

Howlett 與 Ramesh

（1995） 

1、 實施成本 

2、 技術 

3、 政策目標 

精確的政策目標與施政措施、清

楚易懂的施政說明與預期成效、

條理分明的問題解決模式和應用

理論、充足持續的資源支持與積

極有效的資源分配策略、清晰明

確的政策執行程序與內化的執行

機制、具備豐富經驗與服務承諾

的執行人員。 

連結政策工具與

政策循環歷程中

政策設計間的關

係，趨近政策規

劃面的政策工具

應用思維。 

施能傑（1999） 

1、 實施成本 

2、 時間與脈絡 

3、 技術 

4、 政策目標 

實施成本、時間長短、技術程度

與標的團體。 

政策工具的選擇

因素之間彼此交

融，亦呈現相互

影響的關係。 

Ringeling（2002） 
1、 技術 

2、 政策目標 

實用性、合法傳統性、政治意識

形態、政治行政設定、治理模式

與工具選擇。 

就政策工具的實

用性與政治影響

面向進行探究。 

Peters（2002） 

1、 實施成本 

2、 時間與脈絡 

3、 技術 

4、 政策目標 

利益、觀念、個人、制度、國際

環境。 

就政治影響因素

與層面，探究政

策工具的選擇及

非中立特質。 

Birkland（2011） 

1、 實施成本 

2、 時間與脈絡 

3、 技術 

4、 政策目標 

了解政府預計進行的活動本質、

了解傳輸系統的架構、了解政策

工具集權化程度、了解政策工具

的自動化程度。 

政策工具連結或

影響的層面已然

擴張，顯著影響

政策工具選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肆、政策工具的評估 

政治有些時候會被描述為對於未來社會的有意形塑，但是，對於政府要如何達

成政策目的或是希望藉由何種方式完成卻不容易被解答，這樣的因素來自於許多時

候政府的目的往往是空洞的、易改變的，甚至是彼此矛盾的（Doelen, 1998）。據

此，政策工具的選用、實施與評估，對於政策目的說明與詮釋也就有其相當重要的

功能。然而，因為政策工具的合法強制性、社會脈絡性、複合統整性、目的導向性

以及中介轉化性等特性，加上政策工具組合所呈現的不同樣貌，導致政策工具在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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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歷程的不同階段往往會涵攝原本工具特質以外的概念或影響因素，而這樣的現象

與情況也常常導致政策工具執行時或成果檢核時的高度爭議性，這些爭議面向，可

能來自選擇因素中的實施成本、實施成本、時間與脈絡、技術與政策目標等項目，

當然亦可能來自政策工具的真實執行成效。 

此外，當政策工具的事前評估（ex-ante evaluation）與事後評估（ex-post 

evaluation）涵蓋的範圍太少、缺乏堅實的評估文化習慣、場域或政策目的太過創

新或複雜、缺乏自動化的回饋機制、負向的未預期實施成果、悖於常理的政策影響、

相關利害關係人的限縮要求等因素或狀況發生時，對於政策工具的評估也就相對的

有其侷限性（Bemelmans-Videc  & Vedung, 1998）。從我國競爭型計畫的執行歷程

中可以發現，高等教育機構除了面對外生性的問題外，也同時需處理內生性的影響。

從理性與技術的觀點觀之，傳統組織理論探討方案評估（program evaluation）和表

現衡量（performance measurement）等工具，以及這些工具對管理目標在實施場域

中所帶來的影響（Cronbach et al, 1980; Howard & Schneider, 1994）。Bickman 於

1987 年提出的邏輯模式（logic model），用以探究一個方案如何在某些環境場域中

發生作用，並解決已界定的問題。該模式中最主要的要素分別為資源、活動、產出、

短期成果、中間成果和長期結果（Wholey, 1987）。後續諸多學者也因為研究發展

的不同，而在基礎模式上增加了關聯性的外部脈絡影響（McLaughlin & Jordan, 

1999）。此外亦有學者提出了資源（resources）、資訊（information）、目標導向

（goal orientation）與外部要求（external requirements）等因素的績效評估項目

（Patria de & Holzer, 2001）。Poister（2015）則說明了績效監測系統（performance 

monitoring system）中最基本的幾個要素，分別為結果、經費使用效能、成果、執

行效率、服務品質和客戶滿意度。 

為了有效分析影響層面，以及哪些因素會對於政策應用歷程中的調適與執行產

生干擾，可綜合歸納上述的因素，將外生性的問題歸類為：（一）資源；（二）資

訊；（三）目標導向；（四）外部要求；（五）外部脈絡等 5 個項目；至於內生性

的部份，則可以分為下列 10 點，包含（一）執行機構沒有嚴重的外部限制

（crippling constraints）；（二）適當且充足的時間和資源；（三）必要的資源能

夠做有效的整合運用；（四）政策係以有效理論（valid theory）為基礎；（五）清

 



32 
 

楚且直接的因果關係；（六）擁有最低限度的附屬依賴關係；（七）能夠完整理解

政策目標；（八）各個參與者都能明確了解執行程序；（九）完整充足的溝通層次

與管道；（十）權力能夠完整傳達並獲得服從（Hogwood & Gum, 1984）。 

 

一、政策工具的評估標準 

傳統上，公共政策中的投入—產出模式（input-ouput model）常被用於成效評

估（見下圖 2-1-3）上，而評估的標準可能包含效率、效能、相關性、影響性等項

目，而不同的評估標準也與評估的不同階段緊密相關。為了有效地進行政策工具評

估，不少學者都提出了政策工具的評估標準，其中對於效能、效率、可管理性與合

法性的關注，是大多數評估組合中的相似基準點（Bemelmans-Videc, 1998；

Figureau et al, 2015 ； Levine, Peters & Thompson, 1990 ； Ivana Logar, 2010 ；

Oikonomou & Jepma, 2008；Salamon, 2002；Vesna & Zeljko, 2017）。其中，效能說

明了政策工具可能達成政策目標的程度；效率則解釋了資源（金錢、時間或人力等）

投入與最大成果產出間的關聯；可管理性常複合可執行性（implementability）的意

含，當愈多相關利害關係人參與其中時，可管理性的程度也就相對愈低；合法性除

了形塑政策工具執行的樣貌（例如公平性、透明性或明確性等）外，亦規範了參與

者的身份類別與相對的課責義務。 

Bemelmans-Videc（1998）說明政策工具的選擇基於效率（評估中需包含政策

工具正面或負面的副作用）、效能（評估中需藉由各方案實施中包含的各項標準）、

合法性（可能包含公平或行政決定的優因等基本原則）與民主（民主政治標準中政

府與公民關係中的規範等）等 4 個標準，而這些標準設立係根源於民主社會中，為

求規劃或執行好的政策歷程（policies process），而從好的治理模式（good 

governance）、政策產物（policies product）或行政作為中挑選而出的標準。 

Greiner（2000）與 Vieira（2007）等 2 組研究團隊設計並採用了非常類似的標

準系統來進行交通政策工具的評估，其評估系統包含（一）效能：政策工具需要完

整符應達成目標之需求；（二）經濟效率：政策工具需要平衡花費與收益；（三）

接受度：相關利害關係人的對於新政策工具的接受程度；（四）執行力

（enforcement）：政策工具要能夠有效的被執行與使用；（五）橫向效用（lat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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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政策工具可能產生影響另外層面的正向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s）；

（六）激勵與創新效用：好的政策工具要能夠激勵試驗與對創新提供刺激誘因。 

 

 

圖 2-1-3.  政策工具評估標準與投入產出模式中各階段之連結示意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Petrus, K. & Jukka, S. (2005). Recently Introduced Policy Instruments and 

Intervention Theories. Evaluation, 11(1), 55-68. 

 

Enzensberger 等人（2002）針對提昇風力能源方案的政策工具進行評估時，提

出了 6 項評估標準，此外，亦說明藉由這 6 項標準進行政策工具的評估時，不僅能

夠比較不同政策工具的內容外，亦可以了解不同相關利害關係人（例如身份角色以

及其代表的態度與期望等）有別於政策制定者的價值觀點，該 6 項評估標準分別為

（一）效能；（二）效率；（三）系統整合（system conformity）；（四）可行性

（practicability）；（五）彈性；（六）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性。 

Vedung（2004）說明政策工具評估可以具備不同面向，舉例來說，可以藉由

資源使用效率、目標達成情形、執行機構或相關利害關係人的滿意度等層面進行分

析。然而藉由目標達成情形進行政策工具評估時，亦應謹慎思考過度重視目標達成

時，可能會對於政策工具實施造成的非預期效應產生影響（Davidso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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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konomou 與 Jepma（2008）探討氣候與能源政策工具交互作用的架構時，使用了

6 個類別的標準用以評估政策工具，該分類分別為（一）效能；（二）效率；（三）

對於社會的影響；（四）對於能源或市場價格的影響；（五）創新；（六）市場競

爭。除此之外，對於政策工具執行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以及事前評估與事

後評估的實際應用，也應該在整體評估中列入考量。易言之，當政策工具的預期目

標順利達成之後，要能夠藉由事前評估與事後評估間的連結分析，提供整體執行績

效的整合參考。 

Huppes 與 Simonis（2009）探究環境政策工具時，藉由 3 類標準來區分具影響

力的政策（見下表 2-1-3），這 3 類標準分別為（一）第一階標準：政策工具應用

後的直接操作性影響；（二）第二階標準：關聯於行政或經濟上更廣泛的層面；

（三）策略性標準：最一般性的範疇，將政策工具連結於更廣泛的文化或社會中各

類機構。 

 

表 2-1-3   

環境政策工具評估項目 

第一階標準 第二階標準 策略性標準 

⚫ 效能 st、lt 

⚫ 社會成本（Social costs）st、lt 

⚫ 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 

⚫ 生態效益（Eco-efficiency） 

⚫ 生成性平等（Generative equality） 

⚫ 社會與政治的接受性 

⚫ 位於行政負荷與能量中 

⚫ 競爭條件下的有限改變 

⚫ 持續性科技發展的刺激 

⚫ 與公共政策更廣泛的概

念架構一致 

⚫ 與社會更廣泛的組織架

構一致 

⚫ 與社會文化發展一致 

⚫ 與經濟發展一致 

資料來源：Huppes, G., & Simonis, U. E. (2009).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 In: Boersema J.J., & 

Reijnders, L. (eds). Principles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p. 239-280).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備註：st 係指短期、lt 係指長期。 

 

Ivana Logar（2010）針對克羅埃西亞西部濱海城市 Crikvenica 進行旅遊管理研

究時，針對經濟、管制與政策制度等政策工具，使用效率性、政策工具接受度（係

指不同利益團體對政策工具的接受程度），以及可行性等 3 個向度進行分析，其結

果與 OECD 於 1997 年針對經濟政策工具的效率與效能做的跨國研究一致，都顯示

政策工具選擇與適用的複雜性。此外，亦顯示了相關利害關係人在整體政策實施歷

程當中，會由不同的政策工具中取得短期或長期的收益。而經由個別政策工具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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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之後，混合式的政策工具組合對於各類場域或現況脈絡可能更有效用。

Figureau 等人（2015）針對農業地下水管理的政策工具進行分析，採用了效能、接

受度、可行性、未預期影響的可能程度等 4 項標準來進行探究。 

Vesna 與 Zeljko（2017）於設計與評估能源效率市場的政策工具時，說明政策

工具皆需要檢視下列這 4 個標準，分別為（一）實用性（relevancy）：例如政策工

具的實施移除哪些障礙，或者哪些市場力量（market forces）會被增強；（二）實

施影響程度：藉由政策設計內的整合評估（integrating evaluation），來探究政策工

具可能影響的範疇，舉例來說，事前評估就能提供政策工具執行成果的預測性解釋

與可能影響的進一步見解，並了解淨影響程度（net impacts）的內容；（三）接受

程度：標的群體對於政策工具強制力的覺察程度；（四）一致性：思考有哪些其他

政策場域中，其政策工具的影響程度與可能需求的平衡情形。宜採取參與式路徑

（participative approach），因為許多政策失敗的原因都在於政策決定的歷程當中缺

乏了多元利害關係人的參與。此外，理論為本的路徑對於政策工具的設計與應用也

有很大的影響性，如果能夠搭配事前評估呈現出來的執行藍圖，政策決定者就能夠

更有效率的監督執行與進行事後評估，並據以獲得所需資訊、發展政策工具或未來

需求的擴散曲線（diffusion curves）。 

從不同研究中，亦可以發現不同領域的政策工具評估呈現非常多元且不同的樣

妙，舉例來說，Philipp Friedrich 與 Kalim U（2011）匯集整理了多位學者的研究，

並於分析千里達及托巴哥共和國的能源生產政策時，採用了環境表現、政治接受度

和推動可行性 3 者，以作為政策工具的評估項目。環境表現係指政策工具對於所欲

解決問題的直接與間接影響；政治接受度係指相關利害關係人對於政策工具的態度，

例如成本效率、動態成本效率、競爭力、公平性、彈性與嚴格程度等；推動可行性

係指適用性的組合，換句話說，就是符合脈絡場域的政策組合，包含了執行網絡範

疇、行政可行性與財政可行性等面向。相同的政策工具評估項目也出現在 Popi 與

Dimitrios 於 2007 年所作的研究當中，該研究使用了標準樹11（criteria tree）來進行

                                                            
11 該研究的標準樹採用了 4 類型的分類形式，包含了目標、標的群體、執行網絡和規則影響機制

（rules-influencing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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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緩氣候變化政策工具的成效評估。為了涵蓋最大數量的基本標準和了解這些標準

對於政策工具執行效率的影響，該研究採用的標準樹為 3 層結構。結構中的標準都

具備下列的特性，包含獨立性、全面性、可測量性、可操作性、可解構性

（decomposable）、非冗餘性（non-redundant）、最小化等。Anna Maria 與 Ewa

（2015）研究波蘭創新政策工具時，使用了 4 個標準來進行分析，這些標準分別是

（一）互補性（complementarity）；（二）針對企業需求的適應性；（三）企業發

展創新的影響性；（四）資源補助的持續性。同時，也提出了持續對於政策工具實

施成效與採用量化方式的檢核建議，才能獲得更多對於執行成效的資訊。上述這些

例子都在在顯示了政策工具複合統整性與不同複雜場域對於政策工具評估的影響程

度。 

從下表 2-1-4 中可以了解不同政策工具評估標準的異同，除了效能、效率、可

管理性、合法性外，亦可依照政策工具適用場域、執行脈絡複雜程度或政策工具成

效影響範圍等，擴增評估標準的範疇。以教卓計畫為例，除了效能、效率、可管理

性、合法性等 4 個評估標準外，宜增加橫向作用（包含預期與未預期、正向與負向

的影響等）、一致性（包含持續性因素）與民主（包含公平性、公開性與透明性）

等 3 項標準，以涵蓋整體教卓計畫的具體影響範圍。選擇橫向作用的原因在於教卓

計畫推行的時間相當長，其可能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的範疇亦相當廣泛及深遠，對

政策工具的成效評估來說，具有相當關鍵的檢核重要性；就一致性標準來說，係因

政策工具的修正執行內容無論大小，都會實質性地影響執行機構或單位的成果產出，

例如 3 期計畫中執行目標的調整轉向，對於教卓計畫實施績效的整體評估來說，亦

佔有相當比例的影響性；就民主標準而言，教卓計畫無論是計畫內容評比、期中成

果考評或是期末成果評鑑等項目，都與公平性、公開性與透明性等項目息息相關，

而諸多研究報告或稽核檢討亦對於此項標準提出了相關性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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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政策工具評估標準比較表 

研究者 相同標準 其他標準 

Levine、Peters 與 Thompson

（1990） 

效能、效率、可管理性、合法

性 
 

Bemelmans-Videc（1998） 效率、效能、合法性 民主 

Greiner、Greiner、Young、

Macdonald 與 Brooks（2000） 

效能、接受度、執行力、橫向

效用 
激勵與創新效用 

Enzensberger 、 Wietschel 與

Rentz（2002） 

效能、效率、可行性、對經濟

發展的影響性 
系統整合、彈性 

Salamon（2002） 
效能、效率、可管理性、合法

性 
 

Per（2003） 

一般價值標準（相關性、影響

性、一致性、效能、可預測

性）；經濟標準（成本效率分

析、成本效能分析） 

一般價值標準（彈性）；民主

相關標準（合法性、透明性、

公平性） 

Franziska 與 Norma（2011） 
資源投入、成果產出、成效影

響 
 

Vedung（2004） 資源使用效率、目標達成率 滿意度 

Vieira、Moura 與 Viegas

（2007） 

效能、經濟效率、接受度、執

行力、橫向效用 
激勵與創新效用 

Popi 與 Dimitrios（2007） 政治接受度、推動可行性 環境表現 

Oikonomou 與 Jepma（2008） 效能、效率、對於社會的影響 
對於能源或市場價格的影響、

創新、市場競爭 

Huppes 與 Simonis（2009） 效能、生態效益 
社會成本、分配正義、生成性

平等 

Ivana Logar（2010） 效率性、接受度、可行性  

Philipp Friedrich 與 Kalim U

（2011） 
政治接受度、推動可行性 環境表現 

Figureau、Montginoul 與

Rinaudo（2015） 

效能、接受度、可行性、未預

期影響的可能程度 
 

Anna Maria 與 Ewa（2015） 
互補性、企業發展創新的影響

性、資源補助的持續性 
針對企業需求的適應性 

Vesna 與 Zeljko（2017） 
實用性、接受程度、實施影響

程度、一致性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政策工具的評估架構 

Gerhard（2000）探究保護森林與管理的政策工具時，雖然未針對評量歷程進

行架構性的說明，卻提出了 3 項政策工具成效評估的原則，分別為（一）正式執行

政策工具時，其非正式的功能比正式的特色還要更為重要；（二）政策工具不能被

獨立分開來進行分析，因為它們並非各自獨立的在現況中實施；（三）政策工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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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形式對於政策工具的分析非常有幫助，但須注意的是，不能夠被錯誤詮釋或是

賦予太為限縮的概念。 

Per（2003）建構環境政策工具的評估架構時，選擇了下列幾個主要的概念，

分別為（一）目標與副作用：藉由目標中立評鑑（goal-free evaluation）或副作用評

鑑（side-effects evaluation）來解決目標成效評鑑的缺失，相關的影響或作用層次

（可參考下圖 2-1-4）；（二）干預理論（intervention theory）：內容包含藉由不同

角色、投入、產出與成果架構而成的因果鏈；（三）成效評估的價值標準：以環境

政策工具為例，可能包含一般、經濟與民主作用相關連的價值標準12；（四）政策

工具文本中的成效影響問題：採用多種資料蒐集方法的互補使用（complementary 

use），對於回應政策工具實施成效的資料厚實度有很大的助益；（五）提高成效

評估的可用性：擴展工具性使用、概念性使用（conceptual use）和說服性使用

（use for persuasion）等面向在政策工具評估歷程的使用程度。 

 

 

圖 2-1-4. 政策工具評估之影響層次與類別示意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Per, M. (2003). A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 

Context and Key Concepts. Evaluation, 9(4), 415-436. 

                                                            
12 一般價值標準可能包含相關性、影響性、效能、一致性、彈性、可預測性；經濟標準可能包含效

率（成本效率分析）、效率（成本效能分析）；民主相關標準可能包含合法性、透明性、公平性

（P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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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雖然該評估架構中的廣泛的多準則評估（multi-criteria evaluation）擁有

諸多優點，但卻也不是進行政策工具評估的唯一準則或萬靈丹，在複雜多元的真實

世界當中，沒有單一評鑑能夠解決所有的不確定事宜，或者確認所觀察到的進展幅

度都是跟源於某類政策工具組合的實施。此外，成效評估或許能夠藉由帶來新觀點，

用以提供更為進階的對話內容與成果的詮釋，對於整體學習歷程來說，亦是一種很

有效用的方式，當然也有助於提昇政策工具的選擇與應用（Per, 2003）。 

2003 年聯合國啟動了馬拉喀什進程（Marrakech Process）後，支持國際及地區

朝永續消費與生產模式轉換、將經濟成長與環境耗損脫鉤等工作便在許多國家成為

重要的永續發展與消費政策發展方向。而 Franziska 與 Norma（2011）分析永續消

費（sustainable consumption, SC）政策工具的成效時，便從資源投入、成果產出和

成效影響等 3 個面向進行探究，該研究設計中的合理因果鏈（reasonable causal 

chains），亦同時架構了政策工具評估的步驟（見下表 2-1-5），包含檢驗政策工具

的執行與介入邏輯13（intervention logic）、檢視政策工具的效用和建立因果關係、

評估與解釋政策工具的成效。此外，Franziska 與 Norma 亦提出了進行政策工具評

估時會遭遇的問題，例如因果關係並非完全直觀或可視的，換言之，研究者無法使

用準實驗研究設計來檢證政策工具與成效間的真實因果關係。也由於政策場域的複

雜與多元，政策工具並非單獨對政策標的或群體產生影響，因此，要對真實場域中

的其他影響因素進行篩選與排除確有其窒礙難行之處，這些困難可能來自於不同群

體間知識的落差、不確定性、難以獲得資料，或者是資料缺乏品質等（Crabbé & 

Leroy, 2008）。 

 

 

 

 

                                                            
13 政策工具的介入邏輯是一種理想上的邏輯關係，易言之，就是政策工具如何發揮它的功效。藉由

重構與分析介入邏輯，可以幫助政策制定者或執行者在早期階段了解政策工具的可能成效和阻礙，

此外，也能夠幫助政策工具評估者了解政策工具對目標達成的可能影響、缺乏效率對政策工具失敗

的可能影響，以及政策工具設計上是否存在錯誤的因果假設（Franziska & Norma,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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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政策工具評估項目與步驟 

分類項目 實施步驟 步驟細項 說明 

檢驗政策

工具的介

入邏輯與

執行：成

果分析 

步驟一：分

析政策工具

介入邏輯 

定義政策工

具目標 1 

1、 政策工具主要針對哪些問題？ 

2、 政策工具的特殊目的為何？ 

3、 政策工具的目的如何有效緩和針對性的問題？ 

確認政策工

具作用機制 

1、 政策工具的治理機制如何影響標的群體的行動？ 

2、 上述的治理機制能否有效處理針對性問題？ 

3、 治理機制中對於標的群體規範的義務或設計的誘

因，能否有效幫助目標的達成？ 

4、 規範的義務能否幫助標的群體有效率的應用獎助機

制？ 

步驟二：評

估政策工具

介入邏輯 

建構評量標

準 

1、 確定政策工具的目標清楚，而且不相互矛盾（non-

contradictory）。 

2、 政策工具的設計必須具備廣度（例如不同群體與標

的）與深度（例如對於標的群體持續性的改變）。 

3、 政策工具的因果假設必須合理。 

建構假設 運用評量標準，連結政策工具與標的群體行為的強度。 

分析脈絡因

素 

探究結構性或系統性環境對於標的群體回應政策工具執

行的影響程度。 

步驟三：檢

驗政策工具

的執行 

 
了解政策制定者或相關利害關係人的想法，並探究政策

內外脈絡對於政策工具執行的影響。 

檢視政策

工 具 成

效 ： 成

果、影響

與副作用 

步驟四：發

展成效與影

響指標 

 

1、 成效指標包含標的群體行為改變的程度、框架條件

（framework conditions）的改變幅度。 

2、 影響指標包含政策工具的執行成效對於外在環境與

脈絡的改變幅度。 

步驟五：定

義成效指標

中的改變 2 

 

1、 除了確認有哪些改變是肇始於成效指標的實施之

後，也需要分析哪些結果是其他因素影響，而非政

策工具實施的成效。 

2、 非企圖改變的結果雖然不容易進行分析，但卻是評

估成效影響非常重要的一環。藉由資料比較和介入

邏輯的彙整，可以提供更有用的檢核機制。 

步驟六：於

成效指標中

建立政策工

具與改變的

因果關係 

 

1、 合理因果鏈中的分析，能夠清楚的檢核成效指標或

行為改變係為政策工具的實施所導致。 

2、 檢視反事實情景（Counterfactual Scenarios）或對立

解釋（rival explanations ）雖然非常困難，卻有助於

評估者檢視淨結果（net outcome）。 

步驟七：定

義影響指標

中的改變 3 

 

1、 可由證據支持的質性分析與應用物質流分析

（material flow analysis, MFA）等方法的量化分

析，提供影響指標的檢核。 

2、 假如成果與影響間的連結受到太多影響因素干擾，

導致過於擴散或延伸，而無法完成因果鏈分析，對

於影響的分析或可粗略的使用成果項目進行替代。 

評估與解

釋政策工

具成效 

步驟八：評

價成果與影

響：達成部
 

1、 評價政策工具的效果係指應用績效指標來比較成果

與影響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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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與超出部

份 4 

2、 績效指標包含著政策工具的執行成效，可應用正式

評鑑方式來檢視既定目標，亦可使用目標中立評鑑

（goal-free evaluation）來檢視超乎既定目標的成

果。 

步驟九：解

釋政策工具

的效果 

 

了解政策工具實施成效的趨力和阻礙，可以形成基礎的

經驗傳承（lesson learned）內容，並提供既有政策工具

的改進、新政策工具的設計規劃。 

資料來源：修改自 Franziska, W., & Norma, S. (2011). The Impact Evaluation of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Policy Instruments. Journal of Consumer Policy, 34(1), 43-66. 

備註：1、定義政策工具目標時，評估者需檢視不同標的項目，例如針對性問題、目標群體與歷史

文件，當然亦須包含正式與非正式的政策文本，例如法規、規則或標準作業流程等。此外，對於未

詳列在政策文本中的內容，例如政策工具的設計歷程可能受到隱藏議程（hidden agendas）的影響

等因素，亦須同時考量在此程序當中；2～4：包含意圖造成的改變，以及非意圖造成的副作用 

 

歐盟資金計畫（EU-funded project）中的歐洲能源效率指令的執行計畫（A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uropean Directive on Energy Efficiency, AID-EE），採用了理

論本位政策評鑑（theory-based policy evaluation）發展出的政策工具評估架構，用

以檢視歐洲、日本與美國實施中的 20 項能源效率政策工具。該評估架構共計 6 個

步驟，分別為（一）歸納政策工具特性：描述歸納政策工具執行目標、實施期程、

標的群體、執行單位、整體預算、資訊、花費效能等項目；（二）起草政策理論：

包含所有政策工具對於完成預期目標的所有假設、因果關係與相關文件等內涵；

（三）將政策理論轉譯為完整的量化指標：針對政策工具執行後的各種改變進行測

量，並發展適切的評量形式；（四）視覺化因果關係流程圖（flowchart）：建構連

結量化指標與因果關係的實際流程圖；（五）訪談：藉由訪談政策制定者、執行機

構、執行或監督政策工具應用的相關利害關係人等，以核實政策理論；（六）主要

在於後設分析，並提出建議與未來可行形式（Mirjam, Lars & Robert, 2008）。最後，

3 位學者也藉由分析結果，針對政策工具幾項成功與失敗的因素14進行說明，對於

                                                            
14 失敗因素包含：1、能源效率政策缺乏量化標的與清楚的時間框架；2、政策工具常設置多重或不

清楚的目標；3、對於監控資訊的需求往往未能在政策工具設計階段被列為優先順序；4、對大說數

的政策工具來說，監控資訊能收集常態化的基礎資料，但是對於後續影響層面來說，卻未能提供相

應的參考資訊，例如資源保存、花費效率、目標達成率等；5、監控與核實實際能源保存情形，對

於現行的政策工具來說都位於較低的執行順序；6、沒有最好的政策工具，但是現行的政策工具能

夠被評估執行的成功與否。成功因素包含：1、對執行機構或組織來說，能夠具備清楚的目標和要

求；2、能夠平衡與連結組合彈性與持續性的問題；3、相關利害關係人的融入；4、能夠促進與整

合後續的提昇、建構新政策或發展一致性的政策組合（Mirjam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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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工具後設評估的機制建立，亦能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舉例來說，成效評估時

間與可獲得的資料內容，對於政策工具的評估結果都可能產生不一樣的結果，因為

對於政策工具的長期成效來說，亦可能受到其他刺激因素的影響，對於結果的評估

就會有所偏誤（Sverdrup, 2003）。 

Lorraine 等人（2012）就荷蘭私人住宅的能源供應政策進行評估，並藉由政策

組合、義務與激勵平衡（obligating/incentivising balance）；利用互惠策略（give-

and-take-strategy）來整合義務與激勵政策工具間的最佳化應用效率、長期推動方案、

非通用的工具（non-generic instruments）：政策工具非一體適用，要能針對推動脈

絡設計工具組合、能源使用效率優先策略、全房屋策略（whole house approach）、

能源充足等項目進行政策工具的檢視。從下表 2-1-6 中可以了解政策工具評估的相

關內容，不同學者針對政策工具評估的概念、步驟、理論與方法都有其不同的選擇

和適用，關於政策工具評估歷程中可能發生的問題也有不同的解釋和對應方法。 

此外，關於政策工具評估的整體歷程上，Bemelmans-Videc 與 Vedung（1998）

提出了政策工具事前與事後評估的相關建議，而 Petrus 與 Jukka（2005）則採用了

干預理論，以及事前與事後等評估歷程來解決資料取得與成效評估等問題。以事前

評估為例，因為政策工具的實施與評估中間的時間間隔非常短，所以對於成果或影

響的資料取得並不容易，所以近期引介政策工具的評估（recently introduced policy 

instruments, RIPIs）方法，便能夠用以分析政策工具執行前期的狀態。而 Petrus 

與 Jukka（2005）兩位學者亦提出了對於近期引介政策工具評估的方法應用於事後

評估的 5 點建議，分別為（一）重新建構為了評估需求，而實施在以理論為本的研

究中的干預理論，可能包含演繹法、歸納法、使用者需求或決策科學化（policy-

scientific）等；（二）選擇評估的標準，並定義不同標準中的因果鏈；（三）定義

因果鏈中各階段可能獲得實徵發現的階段，並進行觀察。此外，並分便可用於評估

階段以獲得各項實徵資訊的評估標準；（四）思考其餘的標準，是否能夠融入因果

鏈的各階段中，以獲得更多可能的觀察與資訊。假如這個階段能夠完整進行，可能

僅能採取陳述結果來作為結論依據，為了避免偏誤或錯誤詮釋，需要特別謹慎小心；

（五）在社會科學理論的基礎當中，要思考理論失敗（theory failure）的可能性，

對於因果鏈最開始的觀察可能無法揭露理論失敗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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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政策工具評估內容分析表 

研究者 評估概念或步驟 採用理論或方法 

Gerhard（2000） 

1、 重視政策工具的非正式的功能 

2、 政策工具需要被統整分析 

3、 避免政策工具的錯誤詮釋 

 

Per（2003） 

1、 目標與副作用 

2、 成效評估的價值標準 

3、 政策工具文本中的成效影響問題 

4、 提高成效評估的可用性 

1、 目標中立評鑑或副作用評鑑。 

2、 干預理論。 

3、 多種資料蒐集方法的互補使用 

4、 擴展工具性使用、概念性使用

和說服性使用等面向在政策工

具評估歷程的使用程度。 

5、 多準則評估。 

Mirjam、Lars 與 

Robert（2008） 

1、 歸納政策工具特性 

2、 起草政策理論 

3、 將政策理論轉譯為完整的量化指標 

4、 視覺化因果關係流程圖 

5、 訪談 

6、 綜合工作 

 

Franziska 與

Norma（2011） 

1、檢驗政策工具的執行與介入邏輯 

2、檢視政策工具的效用和建立因果關係 

3、評估與解釋政策工具的成效 

合理因果鏈 

Lorraine、Frits 與

Henk（2012） 

1、 政策組合 

2、 義務與激勵平衡 

3、 長期推動方案 

4、 非通用的工具 

5、 能源使用效率優先策略 

6、 全房屋策略 

7、 能源充足 

互惠策略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此外，關於政策工具評估的整體歷程上，Bemelmans-Videc 與 Vedung（1998）

提出了政策工具事前與事後評估的相關建議，而 Petrus 與 Jukka（2005）則採用了

干預理論，以及事前與事後等評估歷程來解決資料取得與成效評估等問題。以事前

評估為例，因為政策工具的實施與評估中間的時間間隔非常短，所以對於成果或影

響的資料取得並不容易，所以近期引介政策工具的評估（recently introduced policy 

instruments, RIPIs）方法，便能夠用以分析政策工具執行前期的狀態。而 Petrus 

與 Jukka（2005）兩位學者亦提出了對於近期引介政策工具評估的方法應用於事後

評估的 5 點建議，分別為（一）重新建構為了評估需求，而實施在以理論為本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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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的干預理論，可能包含演繹法、歸納法、使用者需求或決策科學化（policy-

scientific）等；（二）選擇評估的標準，並定義不同標準中的因果鏈；（三）定義

因果鏈中各階段可能獲得實徵發現的階段，並進行觀察。此外，並分便可用於評估

階段以獲得各項實徵資訊的評估標準；（四）思考其餘的標準，是否能夠融入因果

鏈的各階段中，以獲得更多可能的觀察與資訊。假如這個階段能夠完整進行，可能

僅能採取陳述結果來作為結論依據，為了避免偏誤或錯誤詮釋，需要特別謹慎小心；

（五）在社會科學理論的基礎當中，要思考理論失敗（theory failure）的可能性，

對於因果鏈最開始的觀察可能無法揭露理論失敗的現象。 

而 Anderson（2003）15與 Vedung（2004）皆對於公共政策評估提出了多項問題，

這些問題的反思和後續實踐，對於政策工具的評估層面和步驟來說，同樣具有相當

高度的參考價值，以 Vedung 的 8 項問題為例，分別為（一）目的性問題；（二）

組織性（評估者）問題；（三）干預分析性問題；（四）改變性問題；（五）成果

性問題；（六）影響性問題；（七）標準性問題；（八）實施性問題。以改變性問

題為例，主要著重於正式介入作法與最終成果間的執行機制樣貌為何，因此能夠與

政策工具的介入邏輯與因果關係進行連結；而以標準性問題為例，則著眼於了解干

預措施中的優點被哪些標準評價，又或者評估標準中的哪些項目能夠核實成功或失

敗的判斷，因此能夠加以應用在事前、事後與整合評估的規劃與執行之上；以實施

性問題為例，主要在於了解評估如何被加以實施，以及實際被執行的樣貌為何，因

此對於因素分析與後設評估都提供了堅實的立論基礎。此外，對於官方與大學成員

對於評估階段的排斥、對於評估成果報告的抗拒、對於評估提供的階段性觀點等面

向，同樣需要於政策工具的評估歷程中審慎思考。 

從本研究歸納的 4 項政策工具選擇因素：實施成本、時間與脈絡、技術與政策

目標觀之，教卓計畫的規劃與實施，便是為了解決受到全球化及在地化影響的政策

脈絡、受到過去其他政策工具實施而加劇的大學教學品質下滑現況，又因為政府特

別性預算足以提供階段性資源支持、政策推動有助具體提昇大學教學彈性與競爭力、

                                                            
15 1、超乎政策目標的不確定性；2、難以確認因果關係；3、政策成效的擴散程度；4、難以蒐集資

料；5、官方或執行單位的抗拒；6、有限時程的觀點；7、評估結果缺乏影響性（Anderso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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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目標有助於政府獲得社會群體支持等內容，因此教卓計畫的規劃、提出與執行，

看似合乎當代政策規劃與執行的邏輯發展性，而綜合上述諸多研究，教卓計畫作為

政策工具的成效評估或可依下表 2-1-7 的實施步驟據以完成。 

 

表 2-1-7   

教卓計畫作為政策工具之成效評估步驟 

分類項目  實施步驟 步驟細項 

檢驗政策工具

的介入邏輯與

執行 

1 分析政策工具介入邏輯 
定義政策工具目標 

確認政策工具作用機制 

2 評估政策工具介入邏輯 

選擇介入邏輯的理論 

建構評量標準（效能、效率、可管理性、

合法性、一致性、民主、橫向作用） 

架構合理因果鏈 

視覺化因果關係流程圖 

建構假設 

分析整體脈絡因素 

3 檢驗政策工具的執行 進行事前評估 

檢視政策工具

成效：成果、

影響與副作用 

4 發展成效與影響指標  

5 定義成效指標中的改變  

6 
於成效指標中建立政策工具

與改變的因果關係 
進行因素分析 

7 定義影響指標中的改變 
進行成本效益分析（cost benefit analysis, 

CBA） 

評估與解釋政

策工具成效 

8 
評價成果與影響：達成部份

與超出部份 

進行事後評估（包含預期與非預期影響） 

進行整合評估（meta-analysis）（包含事

前與事後評估） 

進行後設評估（包含評估歷程的檢核） 

9 解釋政策工具的效果 
提出影響範圍與層面 

提出建議與未來可行形式 

資料來源：修改自 Franziska, W., & Norma, S. (2011). The Impact Evaluation of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Policy Instruments. Journal of Consumer Policy, 34(1), 43-66. 

第二節  我國高等教育常見之政策工具 

從第一節政策工具的分類方式可以得知，其能夠以強制性、誘因型、分配性、

賦能性與象徵性等 5 種政策工具形式為分類原則，然就高等教育場域常見的政策工

具而言，處在國家治理型態轉變與大學自治發展的脈絡中，已然逐漸脫離全由政府

全盤掌控的強制性政策工具，又因為教育公共性的特質與教育場域的多元性，輔以

相關利害關係人的複雜連結網絡等因素，誘因型、分配性、賦能性與象徵性政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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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在高等教育領域中應用的有效性，也需要更多實徵性研究、成效積累評估等綜合

配搭，才能掌握其明確的綜效。以下先就我國現今高等教育場域中的發展走向與趨

勢進行說明，並簡介現今我國高等教育場域中的主要競爭型計畫。 

 

壹、逐漸邁向競爭的高等教育 

我國高等教育場域近年來的發展，有逐漸邁向以競爭為手段和目標的趨勢，其

原因可由近代大學圖像的轉變與績效責任的追求、政府治理機制的發展、全球化發

展與品質保障趨勢、高等教育機構與政府間的互動關係、經濟發展趨勢與資源分配

機制的演進，以及我國高等教育近年發展趨勢等面向進行說明。 

 

一、近代大學圖像的轉變與績效責任的追求 

近代大學圖像的移轉，從 Newman 強調博雅教育的大學圖像、強調研究創造的

Humboldt 柏林大學、兼具研究與教學的 Flexner 現代大學、多元社群與模糊邊界的

Kerr 巨型大學到重視產學合作的 Etzkowitz 創業型大學（許筱君、黃彥融，2017），

在在都顯示了大學角色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新興議題等脈絡的變動中，不

僅需維持既有的核心價值（教學與研究），亦須隨著上述各層面脈絡的變動，而改

變既有的經營與運作模式。從另外一個視角切入，現代大學呈現了「鬆散聯結系統」

（loosely coupled systems）的特色，除了具備適性多元發展的政治管理體系外，也

積極滿足校內與校外相關利害關係人的利益。然而「學院模式」（collegial model）

的運作模式，卻也讓高等教育機構被詬病於經營效能、教育品質與績效責任無法符

應整體利害關係人的需求。 

Peterson（1995）從國家意象、產業意象、組織意象、治理意象、領導意象等 5

個面向探究高等教育場域的變遷與挑戰。關於高等教育機構運作機制的轉變與提昇，

Peterson 則提出了 3 個組織結構的新意象，分別為（一）大學是網絡組織（network 

organization）：傳統上，大學被視為政府、國家、大學系統等不同組織網絡的一部

分。然而，現代的大學應該重新思考關係網絡的界線、組織間關係的動態轉換，以

及與非教育組織間的競合關係；（二）大學是一個聚合體（conglomerate）：現代

大學的經營壓力，除了來自提供經濟成長需求、研究領域擴張需要、專業與延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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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擴張外，也跟源於大學自治、運作協調和內部運作集權化等趨勢；（三）大學是

一種文化：在專業與行政價值的爭議、科學與人文取向的拉扯，以及校園文化與次

文化的歧異等面向中，逐漸架構起現代大學的新樣貌，並具體回應到基本的教學、

研究、學習與教職員角色的大學文化內涵中。易言之，除了環境脈絡思考與組織運

作經營外，一個高等教育機構的文化，其實蘊含在組織成員對於所處組織定位和工

作認同之上，而依賴這樣的內在價值，最終才能形塑整體組織文化。 

從 Peterson 的大學組織結構新意象中，說明了現代大學在組織網絡、組織架構

及組織文化上的演進，但對於回應大學內部與外部相關利害關係人的需求，卻尚未

提出具體的解決辦法。傳統上，描述高等教育機構與外界的關係可以用三個意象來

進行說明，第一個意象是單向度尺規（one-dimensional scale），大學自治與政府控

制在端點兩邊；第二個意象同樣是單向度尺規，端點兩邊的是生產者支配

（producer domination）與消費者主義（consumer sovereignty）；第三個意象則綜

合了上述兩個意象內容，Clark（1983）提出了高等教育的「緊張三角模式

（triangle of tension）」或「協調三角模式（triangle of coordination）」。這個模式

說明任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體系內都有政府權威（state authority）、學術寡頭

（academic oligarchy）和市場（market）三股影響力量。政府權力所代表的是社會

層面的集體意志；學術寡頭的力量主張知識和專業的權威不容撼動；市場則是提供

教育的機構和消費者的選擇意願所組成的供需原則（戴曉霞，2000）。為了了解並

解決上述的大學圖像轉變與經營績效訴求，Linder 與 Peters（1984）兩位學者嘗試

從 Clark（1983）提出的三角模式中，探究高等教育體系中政府權威、學術寡頭和

市場三者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而研究結果也顯示近代高等教育場域中，大學運作

與基本圖像轉變除了受到政治操作與外在經濟因素影響外，內在運作機制的良窳和

轉化，也直接的影響大學的營運績效與效能。在這樣的變動歷程內，不同相關利害

關係人（包含政府、社會、市場、學生、機構、自身與同儕等 6 類）都可能在不同

時間以各種方式要求大學校院擔負起不同的績效責任（劉秀曦，2009）。 

        不過，這個模式較無法對於動態性的改變進行分析。當政府財政短絀或新科技

提出與實施後，就可能出現三角模式失衡的狀況。而為了讓此一模式更貼近真實的

高等教育場域現況，Williams（1995）承襲 Clark 的研究，加入可能影響三角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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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因素與三角模式互動過程中國家本身扮演的角色，提出了包含政府、高等教

育與市場三個理念的六種細部模式（見圖 2-2-1）。政府透過扮演不同角色（如仲

裁者、促進者或消費者），並行使不同作為，以形塑高等教育場域的動態發展樣貌。

所以在社會、經濟走向多元化的現代，我國高等教育的運作方式不再只是單一模式，

而是結合數種的多元化動態模式，而該運作內涵也會隨著高等教育的發展、社會發

展的需求以及當代的思潮而進行調整（朱麗文，2015）。細究上述模式間的發展與

轉變，可以看出政府、市場與大學間的界線已經開始不是那麼明確與模糊。而國家

導向、市場導向或混合導向的模式，也奠基於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上，

而不盡相同。 

在 Williams 的細部模式中，模式一至四已然不適用於今日「政府—高等教育—

市場」間的動態關係。從模式五與六中，可以觀察到政府思維已經開始轉變，進而

支持消費者與市場邏輯，由政府補助高等教育經費預算的轉變或許可以呈現這樣的

發展趨勢。而模式六中，政府開始以國家政策支持市場機制的發展，成為高等教育

場域中的「單一買家」（monophony buyer）或代理消費者（proxy consumer）。是

故，源於這樣的發展趨勢，政府開始以校務經營效能、教學研究表現或產學合作成

效等指標來評鑑一個學校的辦學成果，並以此為教育經費的分配標準，同時搭配實

施競爭型計畫，促使高等教育機構朝向政策工具引導的方向邁進。是故，大學圖像

轉移與經營績效要求的連結關係，形塑了現代大學經營的新樣貌。而在這樣的關係

發展脈絡下，亦提供了政府選擇競爭型計畫，作為連結現代大學圖像與提昇大學經

營績效的政策工具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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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政府

政府

政府

政府

政府

市場 市場

市場

市場

市場

市場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

高等
教育

高等教育

模式一：競爭性主張
（Competing Claims）

模式二：政府為仲裁者
（State as Referee）

模式三：政府為促進者
（State as Promoter）

模式四：政府為促進者
（State as Promoter）

模式五：政府協助消費者
（State supporting Cousumers）

模式六：政府為消費者
（State as Consumer）  

圖 2-2-1. 政府、大學與市場間運作之模式 

資料來源：Williams, G. (1995). The“market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s and potential reforms 

in higher education finance. In Dill, D. D. & Sporn, B. (Eds.) Emerging patterns of social demand and 

university reform: through a glass darkly (pp. 170-193). Tarrytown, NY: Elsevier Science Inc.  

 

二、政府治理機制的發展 

針對政府治理機制與治理模式的轉變，Salamon（2002）從第三者政府 16

（third-party government）角度出發，說明新治理途徑（new governance approach）

                                                            
16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降，許多國家透過複雜的網路，例如非營利組織及民間企業，來執行政府的功

能。Salamon（2002）將其稱為第三者政府。易言之，第三者政府係指政府（第一者）選擇不直接

 



50 
 

中政策工具的架構與公共問題解決的挑戰，這些重要的挑戰包含（一）管理的挑戰：

由於間接工具的大量使用，因而需要更進一步的規劃與實施細節的研擬；（二）課

責的挑戰：由於第三方政府仰賴與其他機構和組織間的協力合作，每個機構或組織

又有其自治傳統和運作底限，因此相關課責更顯不易；（三）立法的挑戰：公眾的

支持對新治理途徑相當重要。舉例來說，公眾對於稅收的用途和其所能獲得的收益

相當關注，進而影響政策工具的實施效能。除了上述管理、課責與立法的挑戰之外，

關於政策工具本身的知識、政策工具設計與組合的知識與政策工具操作與應用的知

識等，都會對政策工具的實踐產生不同阻礙，進而影響第三者政府預期的政策實踐

成果。就第三者政府治理模式對我國教卓計畫的規劃與執行的影響觀之，以管理的

挑戰為例，教卓計畫在高等教育機構場域中分為一般大學與科技校院兩種獎助類別，

而 3 期計畫中關於績效責任指標亦持續進行滾動式修正，因此對於相關實施細節調

整與修正，確實形成了政府的壓力來源；就課責挑戰進行探究，高等教育機構獲得

競爭型計畫的獎助資格同時，也將本身放在需要符應績效指標要求的位置上，然而

不同類型與規模的大學校院，其內在的組織架構與文化截然不同，能否順利達成預

期的計畫成效同樣猶未可知。 

另外，從 Lange 與 Schimank（2007）的治理模式觀之，高等教育的治理制度可

以區分為以下 5 種協調與控制機制（mechanism der koordination und kontrolle），分

別是（一）國家管制；（二）外部利害關係人之調控；（三）專業自治組織；（四）

行政機關之行政上自主調控；（五）在這些機構與組織內部與外部建立競爭式國家

財政分配，其財政分配奠基於組織之具體績效，以便提高競爭態勢，此為競爭之調

控機制（轉引自張源泉，2012，98-99）。 將上述的競爭式的國家財政分配，連結

Salamon 第三方政府治理機制內的管理與課責挑戰，確實從國家治理機制與模式中，

提供政府及教育主管機關規劃與執行競爭型計畫的思考立基。 

 

 

                                                            
將服務傳遞給民眾（第二者），而是透過其他組織（第三者）來進行此工作。第三者政府的特別之

處，在於其顯示政府基本功能的共享機制，也就是政府與其他組織對公共權威和公共經費裁量權行

使的共享。使用第三者政府來解決公共問題的途徑被稱為新治理途徑（New Governance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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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化發展與品質保障的發展趨勢 

教育部（2017）分析我國高等教育面臨的環境與挑戰，提出了下列幾項亟待後

續積極面對的議題，包含（一）教育公共化的訴求；（二）教學現場的翻轉；（三）

產業創新的需求；（四）在地連結的期待；（五）大學同質化的隱憂；（六）國際

化的挑戰。而 Webb（2005）說明 21世紀政府治理的現實狀況，除了來自國家本身

的現實環境外，也來自諸多超乎國家現實疆界的挑戰，例如：雲霄飛車式的經濟現

況（roller-coaster economies）、科技發展速度及其相關影響、政治架構中三級政府

（federal-provincial-municipal）的解構、去中心化與破碎化等發展等趨勢等。而上

述這些環境脈絡下的挑戰，都與全球化發展的趨勢息息相關。 

全球化發展與品質保障的發展趨勢中，涵蓋了市場經濟制度、大學排名系統發

展，以及品質保障機制在高等教育場域的發展應用上。從市場經濟制度面向觀之，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布列敦森林體系（The Bretton Woods 

System）、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等系統、組織或機制的建

立。讓全球經濟體的關係不僅唇齒相依，世界各國的經濟情勢亦是牽一髮而動全身。

而全球化所帶來的經濟開放浪潮，不僅讓國與國之間的界線愈趨模糊，跨國大型企

業亦得以藉此規避國內高額稅金。與此同時，各國政府在區域貿易自由化的規範下

必須降低關稅壁壘，也造成稅收大幅削減，凡此種種，皆導致國家基本稅基受到侵

蝕（Beck, 2000）。 

就我國採行的類市場機制架構觀之，雖然保有市場機制的特色，卻也期待運用

高等教育機構網絡的運作與協調，據以提昇我國大學的整體教學品質及能量。而處

於類市場機制的脈絡中，當政府面臨經濟情勢危殆、市場失敗或賦稅短絀時，都可

能對政府政策制定形成莫大的壓力，輔以逐年增加的國家稅賦、財務平衡、財政透

明與營運績效等課題，都可能讓政府選擇或不選擇某種政策工具，以解決迫切的社

會問題與改革議題之需求。近年來，這樣的發展趨勢在國家運作的不同層面上都產

生了強烈的連結關係，其中關於預算撥款與教育品質間的連結，更是現今諸多國家

選用競爭型計畫為政策工具的考量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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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世界大學排名系統觀之，現今全球性的大學排名系統計有上海交大世界大學

學術排名（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ARWU）、英國 QS 世界大學排

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QS Rankings）、  西  班  牙  網  路  排  名

（ Webometrics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THE）、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

或晚近於 2014 年，由歐盟推出的多維面向的排名系統 U-Multirank。各排名系統年

度的排名報告，不僅牽繫著各國高等教育機構的經營效能與聲譽口碑，對於各國政

府也形成了莫大的政策推力與壓力來源。 

綜合上述針對市場經濟制度與大學排名系統發展對競爭型計畫等政策工具的選

擇影響後，其實都可以直接歸結到政府亟欲解決的高等教育問題，也就是大學教學

品質的提昇與改善。Orr（2005）認為高等教育場域應用的政策工具中，經費分配

與品質保證是相輔相成的主要構成要素，而經費分配工具（instruments of funding 

allocation）與品質保證工具（instruments of quality assurance）等 2 種政策工具，更

是近年來頗受世界各國政府擬定高等教育政策與搭配選用政策工具時經常採用及參

考的項目。由主要國家目前採行之大學品質保證機制觀之，其管理方式包括品質審

核 （ quality audit ） 、 認 可 評 鑑 （ accreditation ） 、 績 效 補 助 與 績 效 預 算

（ performance funding and performance budgeting ）、績效報告（ performance 

reporting）與調查及測驗（surveys and tests）等項目（Chalmers, Lee & Walker, 

2008）。就教卓計畫的執行內容與績效指標等項目觀之，亦確實就品質審核、績效

補助、績效報告和調查等面向，具體規劃執行與檢核機制。 

陳麗珠（2000）亦指出，績效原則在高等教育系統之體現，即是在資源分配中

建立競爭機制。目前我國政府對公立大學之經費分配，係依照不同學門精算學生之

單位成本後，扣除學校學生學雜費收入後補助之，故與學校的績效表現較少關連。

但相較於公立大學，私立大學在績效指標上的表現，早已和政府獎助經費分配機制

產生密切連結（劉秀曦，2009）。總而言之，當中央政府面臨治理模式轉換、國際

化大學排名壓力與財政資源緊縮等壓力時，規劃性資源與經營性資源又無法適當補

充校務經營財政缺口與解決教學品質問題時，具備品質保證特色，以及融合績效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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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績效預算與績效報告內涵的政策工具應用模式，對於大學的永續經營目標來說

便更顯重要。 

 

四、高等教育機構與政府間的互動關係 

戴曉霞（2014）在探究法國推動大學治理改革的政策與措施後，提出下列 4 點

以供我國參考，分別是（一）面對高等教育激烈的國際競爭，國家已經無法充分擔

任指導者的角色，必須放手讓大學自治自理，以強化回應挑戰所需的決心與彈性；

（二）除了鬆綁與授權，政府必須調整校內決策機制，在教授治校與強勢校長之間

求取平衡點；（三）治理模式的改革對大學影響深遠，必須立法且全面推動；（四）

大學治理模式的改革需要財務配套措施，才能落實卓越的目標。輔以前述新自由主

義與第三者政府的政策風潮與治理模式，政府與高等教育機構間的關係不再純然為

傳統上的中央集權與政府管控模式。在準市場機制的運作下，兩者皆需不斷的在國

家與市場、公平與效率、管制與鬆綁、協調與限縮間找尋新的平衡點。在現代社會

中，大學機構有責任公開表現資訊，以對其獲得政府補助之合理性提出證明（劉秀

曦，2009）。 

此外，為求改善大學運作與發展的諸多問題，政府會藉由法律規章、政策設計

與執行等項目，要求大學校院必須對下列項目的效率和品質提出證明，包括是否具

有健全完善的內部治理程序與運用政府經費補助的機制（Burke & Minassians, 

2002）。因此，大學校院為求永續經營與健全發展，不得不開始引進一般私人企業

的管理技巧，同時配合會計、審計、內部控制、績效指標等運作機制，具體而微的

檢視大學運營過程中的各項成本支出，藉此降低公立大學中最常到受詬病的浪費資

源、缺乏效率，與過多冗員等情況（Trinczek & West, 1999）。 

綜上所述，我國政府與高等教育機構間的關係，係為匯合大學自治和國家管制

面向、交融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的混合力量等不同取向的綜合實體。大學一方面具

有國家機關的特性，必須受到國家法律條約或專業層級監督，並符應執行競爭型計

畫的績效標準。然而，另一方面，基於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精神，國家又需保障大

學的研究自主與教學自由，除了不受外界諸多因素干擾外，亦免於政府權責機關的

處處指涉。此外，大學治理模式的改變，除了來自外在國際環境的競爭壓力外，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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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營運作與經營績效的提昇，以及鬆綁、授權與自治等和政府相互作用的面向，

也考驗當代大學與政府的應變能力。關於互動模式的平衡點，以及治理與回應模式

選擇，也顯示高等教育機構與政府間的關係，其實是處於一個變動性與發展性的長

期性脈絡中，亦根源於這樣不斷變動的關係與趨勢，政府便會根據不同的外在變因、

場域脈絡和預期解決問題等需求，選用解決面臨問題時最具效率且契合時勢的政策

工具。 

 

五、經濟發展趨勢與資源分配機制的轉變 

劉秀曦（2015）指出，歐洲高等教育財政與學費改革政策給予臺灣兩個重要的

啟示，分別是（一）歐洲福利型國家已開始修正高等教育政策方向，逐步淡化高等

教育公共財性質；（二）囿於政府財力，高等教育公共化在臺灣落實之可行性不高。

此外，在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影響下，也促使部份福利型國家轉向競爭型國家

（competition state）發展。而 Becher 與 Kogan（1992）在檢視歐洲近年來的高等教

育政策後，發現品質保證與經費分配等政策工具相當受到青睞。另外，

Westerheijden 等人（2007）的研究中也發現，在新公共管理風潮與新自由主義等因

素的影響下，以績效表現為基礎的經費分配模式，已然成為政府引導高等教育機構

運作的政策工具類型之一。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1990）就高等教育場域經費補助的來源與機制，可歸類為 4 種不同類別，

分別為（一）整數補助（block grant）；（二）依功能詳列的項目預算制度（line 

budgets itemized by function）；（三）依表現標的詳列的預算（budgets itemized by 

performance targets）；（四）真實市場（real market）。就類別三，依表現標的詳

列的預算觀之，在預算資源分類的機制程序中，經費補助或獎助的項目已然預先詳

細分類，並藉由合約監控與檢核簽約單位的未來執行成果，整體實施成效亦完全受

到經費補助機構的監督。假如獲補助機構未能符應計畫標的，該項獎助就可能隨時

被中止、取消或從下一階段的預算分配中扣除（OECD, 1995）。從 Jongbloed

（2004）研究中建構的高等教育經費補助機制趨勢模式（圖 2-2-2）觀之，我國教

卓計畫大致位於供給驅動的象限之中，主要以市場導向的邏輯系統為主，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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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提出計畫，並在高度競爭的評選機制與歷程中決定誰能獲得經費補助，相對的，

獲得經費補助的大學亦同時需要達成績效責任的需求，未能達成相關規定、需求或

指標等，都可能導致補助中止或縮減補助規模等的結果。有趣的是，經費補助機制

模式的發展走向與我國教卓計畫更替至高教深耕計畫的改變形式，呈現出截然不同

的思考趨勢。 

 

 

圖 2-2-2.  高等教育經費補助機制趨勢之模式 

資料來源：修改自 Jongbloed, B. (2004). Funding higher education: options, trade-offs and dilemma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ulbright Brainstorms 2004 - New Trends in Higher Education. Lisbon, Portugal. 

 

當然，不同國家因應所處歷史脈絡、國家政經現況和高等教育發展目標等情形，

高等教育經費系統的設計理念或變動邏輯都會隨著時空等條件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以 Frølich 等人（2010）針對丹麥、挪威和葡萄牙進行的跨國比較研究來說，其高

等教育補助趨勢從傳統式的預算導向，逐漸趨向供給驅動，並朝著學生中心的的經

費規劃與執行方向前進。相對於這份研究所顯示的趨勢，我國高等教育經費規劃實

施的方式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樣貌，從供給驅動的教卓計畫面向，轉為較為偏向綜合

預算導向與方案導向的高教深耕計畫。據此，也印證了 Jongbloed（2004）對於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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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補助系統所作的陳述：「完美且理想的經費補助系統是不存在的。」而如何規劃、

設計、實施與評估適合國家體質及現況的經費競爭與獎助系統，確實是現今各國高

等教育場域發展中的關鍵議題之一。 

以我國 104 學年度教育經費支出為例，合計 8,572 億元，較 98 學年度增加 78.9

億元（增加幅度 10.1%）（教育部，無日期），然就 2016 年的國家歲出、歲入靜

額進行探究，可發現 2016 年的歲入靜額的年增率為－2.82%，而歲出靜額的年增率

為 7.05%（行政院主計處，2016）。近年來的政府歲出壓力，也可從歲出靜額的增

長幅度一窺端倪。是故，即便我國各級機關教育經費編列受到《教育經費編列與管

理法》17（2016）保障，然就政府教育經費佔歲出比率觀之，2014 年至 2015 年間

卻呈現微幅下降（從 21.8%下降至 20.5%）（教育部，無日期）。就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2012）的研究指出，高等教育領域在政府決策過程中通常不具有經費分配

的最高優先權，尤其在金融危機時期，高等教育常成為政府預算削減的首要對象。

雖然我國近年來藉由多項競爭型計畫的編列與實施，積極投入大量資源於高等教育

場域，然我國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率（5.6%），依舊較 OECD 國

家平均 5.9%為低。其中，高等教育經費佔國內生產毛額比率亦從 2012 年後逐年下

降（教育部，2016）。據此，經濟發展趨勢的轉變與以績效表現為基礎的經費分配

模式，似乎也成為驅動政府選擇競爭型計畫的主要推力之一。 

 

六、我國高等教育近年發展趨勢 

臺灣自 1994 年自「410 教改運動」以後，廣設高中大學的訴求，以及大專校院

大幅改制與升格的影響，我國高等教育的運作特徵，便從既往的菁英化瞬間邁入普

及化與大眾化，然而急速膨脹的大學數量，雖然暫時解決了提昇教育機會均等的訴

求與呼籲，卻也加劇了社會大眾對於大學經營與教學品質的質疑。為具體回應與解

決此一現象，1999 年教育部依據行政院《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及《教育改革

總體計畫綱要》等建議，將「追求高等教育卓越發展」列為後繼教育改革的重要項

目之一（教育部，1999）。而教育部與國科會自 1998 年起，便開始推動「大學學

                                                            
17 《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第 3 條說明，各級政府教育經費預算合計應不低於該年度預算籌編時

之前 3 年度決算歲入淨額平均值之 23%。 

 



57 
 

術卓越發展方案」，以 4 年為期，至 2004 年 3 月底結束，共提撥 130 億元經費，

供各校提出競爭性發展計劃，以提升大學學術水準。此外，教育部陸續推動的「大

學學術追求計畫」、「提升國立大學重點研究所基礎教育計畫」、「推動研究型大

學整合計畫」、「提升大學國際競爭力計畫」、「大學整併及跨校性大學研究中心

計畫」、「大學科技系所人才培育計畫」、「提升推動研究型大學基礎設施計畫」

等各類計畫，也都緊扣追求高等教育卓越發展的目標。 

除了各項試驗性或階段性的計畫與方案外，行政院為整體規劃我國高等教育發

展藍圖，於 2002 年成立「行政院高等教育宏觀規劃委員會」，並於 2003 年完成

《高等教育宏觀規劃報告書》，分就高等教育各類議題作成「大學分類與定位」、

「大學運作機制及法制」、「大學產學合作」、「私立大學特色發展」、「高教之

供需政策」等五大具體建議。此外，教育部亦於 2004 年研擬之「2005-2008 教育施

政主軸」，以「創意臺灣、全球布局，培育各盡其才新國民」為核心，共規劃「現

代國民」、「臺灣主體」、「全球視野」、「社會關懷」等面向的策略與行動方案，

希望藉由整體性與全面性的策略思考，凝聚高等教育教學品質改善的能量。 

同年於 2004 年，為延續前開方案成果與重要教育發展報告等之建議，國科會

訂定「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延續計畫補助作業要點」，持續編列經費推動優勢學

術領域發展。其他諸如「提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等專案型補助，也在這個時期方

興未艾。循此發展脈絡，多項競爭型計畫（含試辦計畫）也於 2004 年後陸續發布 ，

並聚焦於下列相關計畫的執行與落實，包含於 2005 年試辦，2006 年正式實施的教

卓計畫及區域資源中心計畫、2005 年起正式實施的一流大學與頂尖中心計畫（第 2

期更名為頂大計畫）、2012 年試辦，2013 年正式執行的典範科大計畫。 

從上述的發展趨勢，可以了解政府與教育主管機關在高等教育場域持續追求卓

越的努力，而這樣的持續發展脈絡，除了受到新自由主義、新管理主義、第三方政

府治理模式、全球化、國際化、市場化、一流大學發展趨勢等不同面向的影響外，

也來自前述社會大眾對高等教育經營效率與教學品質的憂慮。然而，在政府財政困

難的現況下，高等教育數量擴張後的高教財政緊縮現象似乎愈發顯著，面臨不易管

理卻又不得不選擇解決問題的政策工具情形下，為了最大化有限資源的應用，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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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預算的縮減與競爭型計畫的提出，似乎有其合乎內在及外在政策工具選擇邏輯

與發展的趨勢。 

我國現行在高等教育場域使用的政策工具從分類來看，強制性政策工具包含各

類教育法規與辦法，例如大學評鑑法或學位授予法，都明確規範相關的實施項目與

細節；誘因性政策工具包含競爭型計畫、先導型計畫或專案型補助等獎助項目，例

如頂大計畫或磨課師系列課程計畫，其用意皆在於藉由誘因，引領政策預期行動的

產生和成果的達成；分配性政策工具包含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或多元入學政策等項目，

其目的在於重新分配資源，促進教育公共性的提昇；賦能性政策工具包含大專校院

行政主管會議、全國青年政策論壇、教師 e 學院或數位學習服務平台等，希望藉由

提昇政策行動者的綜合能力，以提高政策目標的達成率；象徵性政策工具包含各項

計畫成果發表會、大學博覽會等，藉由資訊的傳遞與轉化，讓各面向的利害關係人

都能敏於覺察政策的推動和成效，同時產生認同感與參與感。 

近年來各國在推動高等教育卓越化上，大致提出相近的競爭策略，包含（一）

以提升大學競爭力做為追求國家競爭力之重要手段；（二）一致性地投注大筆專案

經費以選擇和集中為原則補助重點大學；（三）所推動之計畫，概以教學卓越及人

文社會之關注為基礎，強化基礎研究人才培育，研究領域則特別著重在已具競爭力

之尖端研究，並強化基礎研究；（四）注重產學合作及研究成果技轉與商品化（何

卓飛，2009）。此外，就前述近代大學圖像的轉變與績效責任的追求、政府治理機

制的發展、全球化發展與品質保障趨勢、高等教育機構與政府間的互動關係、經濟

發展趨勢與資源分配機制的演進、我國高等教育近年發展趨勢等發展，我國政府選

用政策工具的趨勢，也慢慢逐漸偏向以誘因型政策工具為主，分配型與賦能型政策

工具為輔的競爭型計畫組合。  

 

貳、我國高教場域中現行之競爭型計畫 

競爭型計畫的主要架構即是競爭，故必須考量大學的績效表現，屬於績效本位

經費（范麗雪，2012）。當績效本位思考連結大學經費分配機制時，Jongbloed

（2010）提出了 2 種經費分配的可能參考形式，分別是依據（一）實際的產出結果，

或是（二）計畫的預定結果。以我國現行競爭型計畫規劃思維觀之，似乎較為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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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預定結果。此外，我國既有的高等教育財務資源可分為來自政府的「配置性

資源」、來自學雜費收入的「規劃性資源」，及學校透過經營管理手段所獲得的

「經營性資源」（湯堯、成群豪，2005）。換言之，大學的運作經費來源可化約為

基本需求經費（例如經常性經費、校務基金補助等）及政策引導性經費（例如競爭

型計畫或振興經濟計畫等）2 大類（教育部，2009），其中的政策引導性經費便屬

於績效本位經費，具體精神體現在由政府設定具體目標與績效指標，高等教育機構

據以提出統整式計畫來競爭這類有限資源，且並非每所大學皆能保證或持續獲得該

項獎助經費，因為依據約定之績效責任與評核機制，大學隨時都可能因為未達績效

指標或未通過計畫評選結果，導致降低或失去獎助經費的結果。 

以我國刻正實施的頂大計畫、教卓計畫與典範科大計畫為例，頂大計畫係由政

府設定前後 2 期計畫之發展目標，並由各大學提出整體發展計畫，後經審議委員會

審查，通過之學校得以核定 5 年經費，並以分年撥付形式，同時結合績效評審機制，

以確認獲得獎助經費之大學能確實達成預期目標。就獲選校數觀之，大致穩定維持

在 11 至 12 所高等教育機構範圍，約佔全國大專校院數量的 7%至 8%；教卓計畫除

由大學主動提出申請外，教育部亦得主動邀請高等教育機構參與，並依大學提出之

整體計畫進行初審、複審與實地訪視（視情況及必要時），以決定最終獲選機構，

獲選校數以大學總校數之 30%至 40%為原則，2005 年試辦階段時，申請通過率約

為 24%，2013 年以降大致維持 44%至 45%的整體校數獎助比例；典範科大的評選

機制，則由科技校院依循政府設定之目標與指標，提出整體發展計畫以供評選，歷

經評審委員會的三審歷程，予以決定最後的補助校院，以本期實施校數為例，申請

通過率約達 30%，通過校數約佔全國大專校院比例的 45%18。就前述競爭型計畫的

核心競爭概念與績效本位補助機制等特性觀之，我國現正實施的頂大計畫、教卓計

畫與典範科大計畫等，皆屬於競爭型計畫範疇之列。 

                                                            
18 就教卓計畫與典範科大計畫最終核定校數比例觀之，皆超出「教育部補助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及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實施要點」、「教育部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要點」2 項

法規內容之補助基準上限（全國 30%至 40%之大學校院或科技大學），顯見法規制度與執行現況確

有值得後續檢討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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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先就頂大計畫與典範科大計畫的整體實施內容進行概述與簡要分析，本研

究個案範圍的教卓計畫，則於本章第三節進行說明。由下表 2-2-1 的簡列內容，可

以初步了解教育部針對該 2 項計畫的規劃、執行與成果等項目之內容。就實施期程

與計畫經費面向觀之，可以大致觀察到政府對於高等教育發展的經費補助選擇較趨

向一般大學，關於技職校院相關計畫的實施期程不僅較短，且單校平均的獎助金額

也有明顯差距。依監察院（2016）調查報告指出，2005 年起至 2015 年止，頂大計

畫歷年補助學校金額達 963.1 億，每年約維持補助 12 所學校，平均每校每年約 7 億

元。對比教育部（2013）公告之典範大學計畫經費，每校每年約 1 億元的執行現況，

為提昇科技校院之整體運作績效的資源確實較少。 

另就計畫實施成果部份，就教育部公告或說明文件中，大致可藉由正向的數據

呈現，了解績效指標達成的狀況與成效，諸如整體經營績效中的世界大學排名或產

學合作收益；學術能量績效中的論文產出數量與被引用數據；學生學習績效上的國

際學生數或國際交流人次等（教育部，2015、2016）。然而，隱藏在正面數據成長

背後的問題及隱憂，也許更值得進一步思考如何進行後續計畫的調整和改善，例如

（一）計畫設定檢討面向：組織定義目標不明；（二）經營績效檢討面向：國際化

程度仍待提升、校務專業管理體制尚有待建立、缺乏資訊分享機制、研究領域資源

尚待整合、產學及研用落差問題尚待改善、技術研發成果仍屬零散、軟體建設與改

變較難短時間呈現、學科間資源競爭情況加劇等；（三）績效指標檢討面向：過多

量化績效指標、指標未能考量不同學科特性、過度強調特定指標項目；（四）資源

分配檢討面向：高教資源過度集中、預算執行排擠正常教育資源；（五）計畫評審

檢討面向：審議考評時間過短；（六）教學改善檢討面向：技職校院學校整體課程

尚未呈現具體教學改變、完善實習制度尚待建立、教師與產業實務連結仍有不足

（何卓飛，2009；吳清基，2009；周祝瑛，2010、陳振遠等人，2011；侯永琪，

2008；教育部，2011、2016；戴曉霞，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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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頂大計畫與典範科大計畫內容概述表 

 頂大計畫 典範科大計畫 

實施

期程 

第 1 期 2006-2011 試辦期 2012 

第 2 期 2011-2016（合計 11 年） 正式期  2013-2016（合計 5 年） 

依 106 年高等教育競爭型計畫延續計畫延長該計畫 1 年執行期間，賡續實施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 

計畫

目標 

1、加速頂尖大學國際化，擴展學生之世界觀；

2、提升大學研發創新品質，強化國際學術界之

影響力與能見度；3、積極延攬並培育人才，厚

植國家人力資源；4、強化產學合作，促進產業

升級及提升國家競爭力；5、回應社會及產業需

求，培育頂尖人才。 

1、具備與一般大學明顯不同之實務

特色；2、於人才培育及研發技術移

轉，均與產業有緊密結合。 

計畫

經費 
5 年 500 億／期 4 年 58 億元 

計畫

內容 

第 1 期 

計畫主要目標以「發展國際一流大學計

畫」及「發展頂尖研究中心（領域）計

畫」2 項子計畫為主，補助 11 所一流大

學及 4 校之研究中心之建立，以厚實基

礎建設為主要執行策略。 

計畫主要目標以協助 12 所科技大學發

展成為科技大學典範，另協助 4 所科

技大學成立產學研發中心，以推動特

定專業技術領域之人才培育與產學研

發事宜，主要構想在於建構學校及產

業間發展和脈動的具體連結。 

第 2 期 

計畫主要目標在於具體連結前期計畫既

有成果，並將優勢領域發展能量進行整

合連接，以求各項績效指標達成率能確

實達成。 

計畫

成果 

1、各大學積極建立更為優質的學習與研究環

境：例如軟硬體設施質量提昇、教學創新課程開

設與實施、產官學網絡連結的建立；2、大學整

體世界排名與國際能見度提升：進入世界大學排

名百大之列，並持續維持競爭動能；3、推動教

學創新，致力提升學生素質：教學效益改善、多

元化開放課程學習、激勵學生創新創業與自主學

習；4、提供多元入學及助學管道協助弱勢學

生：具體規劃相關配套措施（單招、特招、保留

名額等），以完善多元入學管道；5、研究能量

逐年提升：學術研究領域排名持續提昇、論文受

高度引用總篇數逐年成長；6、產學合作成果卓

有成效：智慧財產權衍生收入、非政府產學合作

收入與研發專利數與新品種數皆逐年提昇；7、

拓展師生國際視野及國際移動力：學生國際長

（短）期流動、國際人才交流次數逐年提昇；

8、落實彈性薪資強化國內大學延攬新進人才。 

1、推展務實致用的人才培育機制，

培育專業級技術人才：完整建構產學

訓教學模式、產業學習歷程、產業共

構課程與學習等；2、強化實務接軌

的產學研發：產學合作成立研發中

心、產學合作成果商品化、建立產官

學合作與資訊交流平台、推動技術移

轉與國際交流合作模式等；3、創造

有利產學連結與合作的制度環境：建

立產學績優導向之教師評鑑與升等制

度、促進產業實務接軌的學習制度、

協助產學合作經營團隊與新創企業建

立、優化創新創業環境等；4、提升

實務教學研發所需空間與設施設備，

強化產學連結：發展成為產學共同研

發基地、產學合作人才培育基地與模

擬測試及實作教學重要基地等。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2、2013、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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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學卓越計畫作為競爭型政策工具之特質與相關研究 

Kettl（2002）曾就政府與政策工具間的有效管理提出了 5 種技能，分別是（一）

目標設定（goal setting）：政府必須能夠具備溝通效能，並充分建構成果共識，以

及達成目標的核心技能與相應的微調工具（ fine-tune tool）；（二）協商

（negotiation）：政府需積極尋求兩者對於政策目標執行的共通點，而非僅以官方

法令術語規範彼此的合作關係；（三）溝通（communication）：傳遞明確政策目

標訊息與蒐集執行成效的回饋，是暢通溝通管道的要件之一；（四）財務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屬於回饋系統的一部分，有效的財務管理能讓政策執行

夥伴的動機更為明確，並有效監督政策執行與財務應用的連結；（五）建立（溝通）

橋樑（bridge building）：政府與政策執行夥伴都有其截然不同的組織氛圍與文化，

尋求雙方在政策議題、成果目標或政策工具應用的共通點相當重要。 

就教卓計畫規劃、執行歷程與現階段實施成果觀之，在目標設定與財務管理面

向上，皆具備相當明確的指標與機制，然就回饋系統與溝通管道上，能否真切反應

政策工具實踐現況與困難，以及對高等教育機構整體運作與發展形塑具體的影響，

尚待本研究進一步的分析與探究。以下先就教卓計畫的緣起與實施內容進行說明，

並藉由相關研究的初步比較，據以提供後續分析之參考。 

 

壹、教卓計畫作為競爭型計畫的緣起與實施 

現代的大學已無法僅只是知識創造的殿堂，更必須多面向的提供優質的教學及

服務功能，方能使接受大學教育者的知能發展與國家社會的進步更加契合（王保進

等人，2011）。然而，我國自 1999 年起推動一系列競爭型計畫，諸如「大學學術

追求卓越發展計畫」、「提升技專校院教育品質實施方案」、「研究型大學整合計

畫」或頂大計畫等，重點幾乎都在提升大學學術研究或科研實力水準，對於大學最

基本的教學品質並未予以重視，或僅將其列於整體計畫架構下的附屬指標之一，此

發展趨勢已然侵蝕大學既有的教育公共性與教學價值等立基。此外，大學生平均素

質降低、高等教育經費的稀釋、大學院校生師比率過高、大學普遍存在著「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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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教學」傾向等現象（教育部，2006），亦成為我國教育主管機關亟欲積極解決的

迫切性問題。 

為求週延思考和具體解決上述重大相關問題，教育部積極於 2004 年 12 月頒訂

教卓計畫。計畫初始階段採初探性質，並由各校提出該獎勵經費爭取計畫，預期透

過整體面向的制度改革與競爭性的獎勵機制，期待達成鼓勵大學提昇教學品質、扭

轉「重研究、輕教學」的大學發展趨勢、發展國內教學卓越大學典範、強化大學對

「教學核心價值」的認知、提昇教師教學專業能力及對教學的投入、建立完善之課

程規劃及教學評鑑制度、增強學生學習之意願，強化就業競爭力、提昇國家競爭力

等目的。計畫審核指標將著重在課程規劃面、師資面、教學資源及使用率、學生教

養及教輔成果評量和其他有助於提昇教學成效之具體成果與創新性作法進行審核

（教育部，2006）。 

隨後，教育部函報此計畫至立法院爭取擴大經費，並將其編列於擴大公共工程

投資計畫中的特別預算，後經經建會邀集相關單位審議，同意將該經費編列於「新

十大公共建設」計畫項目之中。據此，教卓計畫執行經費得以編列每年 50 億元，

三年共 150 億的預算，用於支應 2006 起至 2008 年的第 1 期計畫19。關於計畫目標

的具體修正，係採滾動式修正原則進行。第 1 期的計畫首重教學品質的提升，並以

建全教師專業知能發展，以及透過「教學」、「研究」及「輔導」等 3 大構面所形

成的教師評鑑制度做為 2 大主要的推動目標；其次，要求各大校院建立教學基本核

心指標，透過新生輔導機制、學生就業儲備能力培訓、學生畢業趨勢關懷、以及教

學評量、課綱上網、課程委員會成員多元化、課程定期檢定等多項措施做為教學基

本和新指標的考量依據。經過 3 年的基礎建設，教育部於 2009 年起至 2012 年止的

第 2 期計畫中，合計投入 137 億元，進行大學教學卓越競爭體制的優化，並加強資

源共享、院校特色發展以及績效考評與淘汰機制的運作（教育部，2006、2009）。 

經過前 2 期的計畫實施，教育部評估已能有效促使學校重視課程規劃與設計、

引導教師重視教學，建立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並整體協助大學提升教學品質。

為協助學校持續深化各項具學校特色之教學品質改進措施，促進學校務實地自我定

                                                            
19政府於 2006 年擴充教卓計畫的經費預算，以納入技職、教育及體育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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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引導學校發展特色，以及強化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之功能，教育部賡續推動第 3

期計畫。第 3期計畫共編列 224.95億元經費，以培養學生就業競爭力及展現學校多

元特色為主軸，訂定 3 大推動重點，包括確保學生學習成效，培養學生就業競爭力、

多元特色發展、基礎制度面深耕永續，並落實與產業需求緊密結合，打造臺灣未來

競爭力（教育部，2006、2009、2013、2016）。由上述的資料顯示，3 期教卓計畫

的預算編列呈現逐步成長之趨勢，從充實基礎建設到深化學校特色與教學品質改進

等目標修訂，亦可觀察到教卓計畫的具體調整軌跡。 

具體來說，教卓計畫做為政策工具之主要目標在於解決既往大學發展中「重研

究、輕教學」等問題，並藉由不同階段性的目標設定，例如基礎建制、特色發展與

職涯轉銜等，引導大學在特定期間完成政府預期之實施成效。而採取競爭形式之主

要因素，在於國家整體教育經費不足，無法編列常態性經費以協助大學改善相關作

為，且在計畫評選制度下，有助於政府了解大學現況體質與計畫執行力，以利於各

項獎助資源分配20。 

 

貳、教卓計畫作為競爭型政策工具的相關研究 

以下先就教卓計畫的整體實施內容進行概述與簡要分析，由下表 2-3-1 的簡列

內容，可以初步了解教育部針對教卓計畫的規劃、執行與成果項目。就實施期程與

計畫經費面向觀之，雖然整體實施年限相較於前述 2 項計畫較長，但依監察院

（2016）調查報告指出，2006 年起至 2015 年止，頂大計畫歷年補助學校金額達

963.1 億，每年約維持補助 12 所學校，平均每校每年約 7 億元。而教卓計畫補助學

校金額約為 301.5 億，每年補助校數將近 70 所，平均每校每年約 5,000 萬元，顯見

明顯差距。單就教卓計畫本身補助校數進行概要分析，由 2006 年起至 2017 年間獲

得核定補助的院校總數與全國大專校院總數作一比較，教卓計畫所核定補助的學校

數從 36%上升至 45%。此外，就申請學校總數與通過比例觀之，則從 20%上升至

56%。若將一般大學與技職校院分門別類計算，一般大學共補助 33 校，占全國大

學校院 71 校的 46%；科技校院共補助 38 校，占全國科技校院 74 校之 51%。雖然

                                                            
20 資源分配亦可能因為政治或區域平衡等因素，而影響競爭型計畫之獎助分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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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卓計畫核定申請校數或通過比例都在逐年向上攀升，並高於教育部辦法中的補助

校務規定21，然就補助金額該面向觀之，大學為提昇整體教學品質所獲得的獎補助

資源確實稍顯缺乏。 

 

表 2-3-1   

教卓計畫內容概述表 

 教卓計畫 

實施

期程 

試辦期 2005 

第 1 期 2006-2008 

第 2 期 2009-2012 

第 3 期 2013-2016（合計 12 年） 

依 106 年高等教育競爭型計畫延續計畫延長該計畫 1 年執行期間，賡續實施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 

計畫

目標 

計畫主要目標在於 1、強化大學對教學核心價值之重視；2、引導大學在教學方面進行整

體性與制度性之調整及改革；3、以協助教師教學專業成長；4、提升學生學習成效；5、

改善課程規劃內容；6、營造優質教學環境；7、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8、發展各大學之

教學特色。另依分期發展標的，進行滾動式修正。 

計畫

經費 

試辦期 10 億 

第 1 期 150 億（最後核支 125 億） 

第 2 期 137 億（最後核支 162 億） 

第 3 期 225 億 

計畫

內容 

依教卓計畫各期指標，具體執行該期計畫內容。以現正實施第 3 期教卓計畫為例，主要計

畫內容為 1、學校依自我定位，擬定學生學習核心能力以及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以確保學

生學習成效、改善學習風氣、強化學生競爭力，作為學校資源投入與運作之依據，進而

發展之特色競爭；2、落實鼓勵教師投入教學品質改善之措施；3、落實課程結構及內容

之改革，提供學生豐富之學習內容；4、落實畢業生長期追蹤及就業輔導機制；5、成立

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達成經驗傳承及資源整合分享之目標。 

計畫

成果 

一

般

大

學 

1、學生學習面向：建制學生職涯發展系統與平台、建制學生核心能力培育機制、建

構完善補救教學措施等；2、教師教學面向：建制教師知能專責單位、建構完善教師

評鑑與教學評量系統與機制、規劃全面性協同教學支援系統等；3、課程改革面向：

建立課程外審機制與回饋系統、建構產業合作協同模式等；4、國際化面向：提供多

元文化體驗管道與國際互動學習平台等。 

技

職

校

院 

1、學生學習面向：建立學生專責輔導單位、規劃學生生涯（學習）歷程檔案與輔導

機制、開設職涯分析與職業選擇相關課程等；2、教師教學面向：發展教師知能專責

單位、建立教學績優教師獎勵機制、實施教師追蹤輔導系統、建構產業教師協同教

學系統與產學夥伴關係等；3、課程規劃面向：建制完善學生課程修習與選擇系統、

引進外界專業課程改革建議等。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9、2012、2014、2016、2017）。 

 

                                                            
21 依《教育部補助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及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實施要點》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

規定：「通過獎助計畫初審之學校，由本部安排簡報會議，必要時並得赴校實地訪視後，再召開複

審會議決定通過名單。複審通過校數以大學總校數之 30%至 40%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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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下表 2-3-2 中，可詳細檢視教卓計畫自 2005 年起至 2017 年間獎助概況。表

中一般大學獲得獎助的金額，在第 1 期與第 2 期第 1 階段（2009 年至 2010 年）呈

現較高的狀態，係為較為耗費資源與運作時間的基礎建設階段。2011 年後則呈現

獎助金額較為穩定的狀態，顯見各教卓大學已然大致建構完整的運作體系與機制。

就科技校院補助金額的浮動狀態觀之，係呈現補助校數增加，然而獎助金額卻不一

定呈現增長的狀態。 

 

表 2-3-2  

教卓計畫整體實施歷程統計表（2005-2017） 

 
計畫實

施年度 

一般大學補助校數 

（校數／佔一般大學

比例／補助經費） 

校數

更動 

科技校院補助校數 

（校數／佔科技校院

比例／補助經費） 

校數

更動 

合計

校數 

增加

校數 

補助校數佔全

國大學比例 

第

一

期 

2005 年 13／22% 8.16 億 N/A N/A N/A 13 N/A 8% 13/162 

2006 年 28／45% 18.5 億 
3 退 

18 新 
30／41% 14.2 億 N/A 58 N/A 36% 58/163 

2007 年 30／48% 18.06 億 
5 退 

7 新 
30／38% 13.57 億 

2 退 

2 新 
60 +2 37% 60/164 

2008 年 30／43% 17.61 億 
4 退 

4 新 
31／43% 13.78 億 

1 退 

2 新 
61 +1 38% 61/162 

第

二

期 

2009 年 31／44% 22.32 億 5 退 

5 新 

32／41% 15.6 億 6 退 

7 新 

63 
+2 

38% 63/164 

2010 年 31／44% 22.32 億 32／41% 15.6 億 63 39% 63/163 

2011 年 31／44% 15.58 億 3 退 

3 新 

34／43% 16.26 億 4 退 

6 新 

65 
+2 

40% 65/163 

2012 年 31／44% 15.49 億 34／43% 16.26 億 65 40% 65/162 

第

三

期 

2013 年 33／47% 15.75 億 2 退 

4 新 

38／51% 15.75 億 1 退 

5 新 

71 

+6 

44% 71/161 

2014 年 33／46% 15.75 億 38／51% 15.75 億 71 45% 71/159 

2015 年 33／46% 15.68 億 
6 退 

6 新 

38／51% 15.2 億 
7 退 

7 新 

71 45% 71/159 

2016 年 33／46% 15.68 億 38／51% 15.2 億 71 45% 71/158 

2017 年 33／46% 15.48 億 38／51% 14.99 億 71 45% 71/158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教育部公開資料彙整製表。 

         

從 2007 年以後的校數更動數據觀之，各年度（或計畫各期程）都呈現獲得獎

助校院更動的現象。自 2005 年起至 2017 年止，不間斷持續獲得補助的學校僅有 7

所（若不採計 2005 年試辦階段，截至 2017 年止，共有 12 所學校不間斷持續獲得

獎助）；就科技校院部份，則不間斷獲得補助的學校為 21 所。若從總補助期數的

面向觀之，一般大學獲得 3期獎助資格的共計 28所（2 期 9所、1 期 10所）；科技

校院獲得 3 期獎助資格的合計 29 所（2 期 7 所、1 期 15 所）。另外，自 2009 年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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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該獎助經費期程改以兩年一度進行核予，雖然免除獲得經費學校繁複的計畫申

請工作，獲獎校數更動的狀態依舊存在，顯見執行教卓計畫的大學不一定能夠憑藉

成效積累而讓學校的表現愈墊愈高，整體計畫目標變更或大學內部執行效能等因素

都可能導致大學從獲獎名單中被汰除。 

從教卓分項子計畫的成效檢核觀點切入，監察院（2016）的實地訪查結果，證

實了區域資源中心確能促進資源分享與經驗交流、橫向聯繫大專校院、縱向札根高

中職、發揮區域教學網絡等功能。然而，該份查訪報告也包括該計畫在執行上的相

關缺失，例如：校際間複製仿傚教學措施之過程中，可能忽略學校優勢領域、教學

特色與學生特質，並模糊一般大學與科技校院界線與定位；經由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配置經費之制度，如未能審慎評估教學措施之有效性以及對應學校特性之適當程度，

則在缺乏教育理念之基礎上，各校可能會為爭取經費，一味複製他校教學措施，反

而形成教育資源的浪費；區域內未有明確之重點指標以檢核執行成效，致不易有跨

區域之典範轉移，而檢視整合分享成效亦有困難。此外，永續經營目標的具體規劃，

也應明確的針對無經費挹注後的整體教學品質發展、既有亮點計畫延續、跨組織資

源共享與學習等面向進行審慎思考。 

       由下表 2-3-3 中，可以觀察區域資源中心的執行學校變動幅度大致維持穩定狀

態，在變動幅度較小的運作機制下，中心與夥伴學校確實能持續建構，並發展維持

良好的網絡合作結構。然而，這也顯示中心學校獲得的補助資源相較於夥伴學校，

或未獲得競爭型計畫補助之大學來的較為豐富，這樣的發展樣態下，是否亦會造成

學校發展和運作上的差距逐漸增加，導致強者恆強的現象，亦值得政策主管機關謹

慎思考與評估。 

另就計畫實施成果部份，就政府研考機構或教育部公告、說明文件中，大致可

藉由大多正向的數據呈現，了解績效指標達成的狀況與成效，諸如（一）教師品質

提昇面向：成立教師教學知能輔導專責單位、積極落實教師評鑑機制等；（二）學

生學習與職涯發展面向：完整建立學生輔導機制、建立學習預警、輔導制度、加強

學生產業實習及職場瞭解、建置畢業生資料庫、；（三）課程改善與精進面向：課

程大綱 100%上網、提高課程資料內容上網率、課程委員會納入校外人士及學生代

表（含畢業生）機制、開設專題課程以連結實務能力；（四）校務運作與改善面

 



68 
 

向：校際教學資源共享機制的建立（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行政院

研考會）22，2012；教育部，2014、2016、2017；審計部，2014）。 

 

表 2-3-3  

「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執行學校一覽表 

類型 

期別 
一般大學 科技校院 

第 1期計畫（一般大

學為 2006 年至 2009

年 ； 科 技 校 院 為

2006 年至 2009 年） 

逢甲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成

功大學*、義守大學、東吳大學、中

原大學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7 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及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3 校 

第 2 期計畫（2010 

年至 2012 年） 

東吳大學、國立臺灣大學*、中原大

學、國立中央大學*、逢甲大學、國

立成功大學*及國立中山大學*等 7

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及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3 校 

第 3 期計畫（2013

年至 2016 年) 

東吳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中

央大學*、逢甲大學、國立成功大學

*及國立中山大學*6 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及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3 校 

資料來源：監察院（2016）。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獲獎勵大學教學相關制度建制、預算執行、

校際教學資源共享之協調、整合成效落實現況之檢討案調查報告。取自

https://cybsbox.cy.gov.tw/CYBSBoxSSL/edoc/download/20099  

資料備註： 

1、 表示該校同時為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學校。 

2、 一般大學 3 期均擔任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者包括：逢甲大學、國立成功大學、東吳大學等 3 校；

科技校院 3 期均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及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擔任區域教

學資源中心。 

 

此外，教卓計畫研究觀點的實施成效，亦包含下列幾個面向，包含（一）計畫

研擬規劃面向：計畫審查與計畫管考機制規劃完整、績效指標系統建制完備等；

（二）計畫內涵分析面向：計畫推動時間符應我國高等教育現況需求；（三）計畫

實際執行面向：教學資源使用率已具體提昇、學生學習補救系統已有正面效應、教

師知能提昇與輔導機制建制完善等；（四）校務經營運作面向：內部組織運作機制

已具備高度效能（王保進等人，2011；社團法人臺灣評鑑協會，2007；計智豪，

2008；徐嘉琪，2009；鍾昌蘊，2009；蕭玉真，2010）。 

                                                            
22 行政院研考會，前身為成立於 1966 年的行政改革研究會。1969 年正式成立，並於 1987 年該機構

組織條例完成立法後，成為行政院常設機構。2014 年併入國家發展委員會後裁撤。該機構運作期間

主要負責辦理政策研究與規畫工作，並對政府施政計畫的執行負責追蹤、管制與考核的工作，以期

提高行政效率以及促進行政的現代化。 

 

https://cybsbox.cy.gov.tw/CYBSBoxSSL/edoc/download/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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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同前述 2 項競爭型計畫的現況分析，隱藏在正面數據成長背後的問題

及隱憂，也許更值得進一步思考如何進行後續計畫的調整和改善，下表 2-3-4 中就

不同研究者的探究觀點，歸納成 4 個實施成效與現況分析面向。而從諸多的教卓計

畫成效或批評中可以發現，雖然高等教育機構在教卓計畫績效指標的達成比率上都

呈現相當明確的成效，然而，就實際的計畫運作與執行面向觀之，可以發現績效指

標的達成比率與校務經營運作成效間的連結似乎稍顯薄弱、教卓計畫審查及經費分

配機制並不全然緊扣於學校計畫內容、教卓計畫獎助經費的多寡有無，似乎不必然

關聯於教學或學習品質的提昇。此外，就下表中的相關研究或分析中，亦尚未出現

以政策工具或政策工具組合之角度，探究競爭型計畫與高等教育機構間的關係，並

就整體經營與運作情形進行成效評估及分析，最終據以形成政府與高等教育機構推

動競爭型計畫之參考建議。是故，本研究的進行與實施便有其重要性、代表性與意

義性。 

 

表 2-3-4   

教卓計畫相關研究內容比較彙整表 

 面向 內含 研究者 

1 

計畫

研擬

規劃

面向 

（1） 計畫的內在邏輯矛盾 

（2） 執行項目的相互衝突 

（3） 指標同質性問題 

（4） 過多 KPI23對高等教育機構的影響 

王政傑，2009；江宜靜，2013；

李偉誠，2008；洪月照，2014；

張詩晨，2013；郭千瑜，2014；

陳盈宏，2014；陳鈺方，2014；

黃婉婷，2010；楊舒伃，2013；

詹文碧，2008；詹孟芬，2015；

鍾昌蘊，2009 

2 

計畫

內涵

分析

面向 

政策的積累性與正當性尚有需要改善之處 
洪月照，2014；張詩晨，2013；

陳盈宏，2014 

3 

計畫

實際

執行

面向 

（1） 計畫審查與經費分配機制尚待調整 

（2） 各校整體計畫之提出尚缺乏有效統整架構 

（3） 資源重疊與分配應用的效率尚待提昇 

（4） 經費補助與大學經營表現的連結尚待加強 

（5） 教師教學與課程品質滿意度有待提昇 

（6） 教師專業發展機制有待加強 

王珽，2014；何瑋琳，2011； 

吳柏毅，2006；吳軒億，2010；

吳慧君，2010；范欣華，2012；

張詩晨，2013；陳盈宏，2014；

黃怡倫，2015；楊穎琪，2011；

葉兆祺，2009；葉明珠，2011；

                                                            
23 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又稱主要績效指標、重要績效指標、績效評核

指標等。是指衡量一個管理工作成效最重要的指標，是一項量化與數據化管理的工具，具備客觀、

可衡量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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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學生學習成就表現與滿意度缺乏連結 劉育慈，2006；蔡宜瑾，2012；

鍾昌蘊，2009 

4 

校務

經營

運作

面向 

（1） 校內成員整體知覺與專業能力尚待提昇 

（2） 實施經驗與成果資源的交流共享機制尚待

建立 

（3） 大學內部計畫運作效能評估機制尚待建構 

（4） 大學同質化與 M 型化發展趨勢 

（5） 典範轉移與整合分享的困難 

王秀之，2011；王保進等人，

2011；江宜靜，2013；何瑋琳，

2011；吳柏毅，2006；李國義等

人，2008；洪月照，2014；計智

豪、孫志麟，2009；張詩晨，

2013；教育部，2014、2016、

2017；郭千瑜，2014；陳盈宏，

2014；黃怡倫，2015；楊舒伃，

2013；葉兆祺，2009；葉明珠，

2011；詹文碧，2008；監察院，

2016；劉育慈，2006；審計部，

2014；鍾昌蘊，2009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第四節  高等教育機構校務經營之探究 

植基於前述全球化的高等教育市場的比較與競爭、各國政府對於高等教育人才

的培育與追求、各類型高等教育機構經營效能的檢討與提昇、權威機構對於高等教

育機構治理邏輯的演變與調整等趨勢，我國高等教育機構校務經營也呈現不同發展

時期的樣貌，例如在高度競爭的趨勢發展下，學生學習生態的改變、大學功能角色

的轉變、財務結構調整的需求、大學教師組成的發展等面向亦會隨之劇烈變動。相

對的，高度刺激下帶來的除了壓力外，亦可能是大學未來發展的契機，這些機會可

能來自於大學發展的精緻定位、多元服務的管道擴充、異質需求的服務提昇、教學

管理的品質保證、品牌經營的市場區隔等面向，最終回饋並聚焦於大學永續經營的

目標之上，據此，高等教育機構的校務經營便有其探究與分析之必要。 

從政府治理邏輯的演變來看，自傳統、新公共管理到新治理時期的關注焦點，

已開始從原本重視輸入面與過程面的官僚控制取向，轉而注重包含過程、結果與執

行管理等各層面的治理邏輯（謝卓君，2017），這個發展趨勢亦與競爭型計畫的規

劃、推動與執行息息相關。據此，了解高等教育機構如何回應競爭型計畫的實施，

便有其時效性與需求性的意義。競爭型計畫作為政策工具的理論背景，可能來自於

干預理論與政府治理邏輯的轉變，而高等教育機構內部回應競爭型計畫的機制，則

可能來自意義建構理論（sense-making theory）對組織及其成員的交互影響，不同

標的群體的思維模式（mindset）、爭取競爭型計畫的策略、執行競爭型計畫的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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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績效報告的詮釋呈現與後續計畫的修正研擬等，都有其截然不同的詮釋與表現

形式。耑此，了解意義建構理論在高等教育機構校務經營的影響面向，對於提供競

爭型計畫的參考與回饋等目的來說便有其重要性及意義性。 

社會大眾對大學具有期待，而這些期待也會隨著外在環境變遷、價值觀念遞嬗、

重大社會議題或國家發展需求等面向而產生改變，因此，大學也被各層面的利害關

係人要求對不同層面的需求做出適當回應，這些回應可能包含著對於執行力的提昇、

回應力的準確與競爭力的加強，亦需要加強其對社會或政府的績效責任和重新定義

品質。就品質面向來說，各大學紛紛戮力建構品質保證體系（quality assurance, 

QA），體系中不僅包含著品質管理（quality management）與品質提升（quality 

enhancement）等概念，亦延伸至校務經營中諸如教學品保機制、課程品保機制或

行政品保機制等範疇，以促使全面品質保證機制（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M）

與持續品質改善機制（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 CQI）的完備，輔以校務研

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 IR）等制度的規劃與建制，在具體化及全面性的相互觀照

中，期待建構並發展出高效的校務宏觀調控策略。只是，過於重視或一昧的追求品

質保證績效，對於實際品質的提昇與校務經營的連結並不能做出適當的配搭，據此，

大學在建構本身未來發展的能力面向上，還要更為細緻化與精緻化品質保證機制的

建構與實施。 

除了上述 2 項校務經營的挑戰與任務之外，現代大學常對於應肩負起的社會責

任給予太過寬鬆或過於限縮的詮釋空間，以公共性來說，可以解釋為不受任何利益

團體或政黨派系干涉與左右，亦可就保障入學的公平措施、弱勢學生的輔助機制或

多元透明的溝通管道等面向來加以詮釋和說明。此外，就高等教育機構在整體績效

報告的公開上，亦大多呈現出片段性與間接性的判讀障礙，對於資料可近性的需求

也缺乏相關的回應機制，種種問題對於高等教育公共性中的公共課責、公共利益或

實踐共利來說，確實存在開放性（openess）與透明性的缺失，亦無益大學對於社

會責任的追求。據此，以下就高等教育機構政策執行的意義建構歷程進行探究，並

說明該歷程與其他面向對大學經營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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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高等教育機構政策執行之意義建構歷程 

高等教育機構內部因應競爭型計畫的政策轉譯（policy translation）與執行歷程

中，如同意義建構理論中所指出，政策執行者會根據其所處脈絡建構意義，進而產

生相應行動策略，最終會對其所處環境產生改變。是故，各大學採取何種方式爭取

競爭型計畫、組織架構如何因應計畫標的進行調整、組織成員對於計畫執行是否具

備共識、執行方式是否能夠符應政策需求、政策目標與執行成果是否能夠相互契合

等層面皆息息相關，而上述這些內容，亦與高等教育機構的校務經營面相環環相扣，

因此，了解意義建構理論對高等教育機構內政策轉譯的影響與探究高等教育機構根

據政策轉譯結果採取何種因應策略，便有其參考價值與重要意義。 

 

一、高等教育機構內政策執行之理論基礎與內涵 

既往從政策執行角度來分析競爭型計畫的執行歷程，不管是政策制定端或高等

教育機構執行端等不同角色，大多可以向前推進策略（ forward mapping） 24

（Elmore, 1979）來探究各階段的步驟或程序是否被精確的實踐、政策目的是否充

分達成，以及政策預期與結果是否存在落差等項目。然而，此種形式卻可能忽略了

政策執行過程中無法加以控制的節點，而產生偏離現實的分析結果。而與此策略相

對的向後推進策略（backward mapping）25，則強調執行政策同時，最基層的政策

執行者就政策的執行作法與相關作為，在充分授權的環境中，藉由從下而上的反應

與溝通等方式或管道，不斷的將意見反應到政策制定過程的最高層級，與此同時，

政策執行真正落實的場域，不在決策單位，也不是責負首長，而是場域中的政策執

行者。然而，隨著政策執行期程、政策目標轉換、政策變遷或政策終結等背景因素

更迭，要以上述的二分形式歸類政策執行策略有其侷限與困難，因為更為細緻多元

的混合模式在現今的高等教育場域已悄然形塑出獨特的樣貌。易言之，因應學校規

模、類別、現況與困境等背景脈絡因素，爭取各項計畫的因應或實施策略都會因為

機構內部的政策轉譯層次、規模及共識程度高低等原因，而產生截然不同的劇本與

結果。舉例來說，意義建構的歷程不僅關注由上而下的觀點，因為政策文本所傳遞

                                                            
24 向前推進策略也被稱為「由上而下的執行（top-down implementation）策略」。 
25 向後推進策略也被稱為「由下而上的執行（bottom-up implementation）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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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訊息會影響執行機構對於該政策的理解和詮釋；同時也注重由下而上的探究，因

為執行機構在其所處情境中所建構的執行策略，就是意義建構理論中最為基本的組

成。 

此外，由於政策目的、問題情境或相關利害關係人等層次不同，政策執行中會

呈現政策工具組合或混合的樣貌，例如呈現 Salamon 於 2002 年提出的政策工具多

維性或多樣目的性（Howlett, 2011）等形式。而從政策執行的角度觀之，技術理性

（ technical-rational）、相互調適觀（mutual adaptation）與意義建構理論 /共構

（sense-making/ co-construction）便可提供不同時序演進下的政策執行分析理論基

礎（見表 2-4-1）。技術理性的中的政策執行思維，呈現著牢不可破的由上到下關

係，政策制定者可以完全掌控任何影響政策實踐的變因，亦關聯著線性的實施階段，

所以政策失敗的原因大多被歸因於政策執行上的缺失，而非政策選擇或政策本身的

因素。易言之，政策執行大多關注於整體歷程的準確度，例如政策設計與資源投入，

卻缺少了對可能結果的敏覺性。因此，當政策失敗的時候，可能的作法便是擴大資

源投入，以提昇政策成效；其次，相互調適觀中，基層官僚機構在政策執行階段扮

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對於政策執行的策略，主要採取協同合作的方式，而這些從微

觀層次佔有顯著比例的意識，是驅動政策執行主要的動力之一；最後，意義建構/

共構理論中，政策與執行存在著緊密依存的相互依賴性（mutual dependence），政

策必須依靠執行者來實踐達成目標，而執行面亦須依賴政策構築願景和提供資源26 。

換言之，政策執行者不只是被動的接收者，而是能夠根據其所處脈絡主動詮釋和回

應政策問題，進而改變其所處脈絡（Datnow & Park, 2009）。 

        根據表 2-4-1 理論彙整後發現，意義建構理論是分析高等教育機構內部執行教

卓計畫較為適切的理論基礎之一，原因在於意義建構理論協助研究者以動態的視角

                                                            
26 為避免混用意義建構理論與共構理論，特此闡述兩者之差異。雖然意義建構理論與共構兩者間主

要假設皆來自於地方層級的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除了關注成員如何調和變革的形式外，

亦著重他們的信念與經驗如何影響政策執行的歷程。然而兩者間最大的差別在於，意義建構理論傾

向於關注政策執行的認知改變歷程（Coburn, 2006），而傾向於淡化權力或意識型態間的差異和人

際關係的變動性。共構則強調權力在政策轉譯與執行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決策層級的不同，

可以造成某些角色擁有更多形塑政策樣貌的權力。易言之，共構理論考量了不同層級與層面間對政

策制定歷程的權力因素，而這些影響因素可能來自內部於不同機構與成員的持續協同互動，當然也

可能來自外在組織、文化體系、社會階層或政治脈絡間的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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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一個政策的轉譯與執行歷程，解構政策執行者如何根據其所屬脈絡詮釋和回應

下達的政策，進而主動改變所處環境。換言之，政策、政策執行者與脈絡之間的互

動關係是一種動態的形塑力量（shaping forces），而這力量正是引領各大學建構不

同思維模式（mindset）和行動策略的基底，據以達成其執行競爭型計畫的初始與

最終目標。 

 

表 2-4-1   

政策執行理論內容比較表 

假設 

內容 

技術理性 

（Technical-rational） 

相互調適觀 

（Mutual Adaptation） 

意義建構理論/共構 

（Sense-making/ Co-construction） 

變革

方向 
單向（Uni-directional） 

介於政策與執行間的雙

向（Bi-directional） 

多向性（多重角色）（ Multi-

directional/ Multiple actors） 

政策

變革

過程 

將政策歷程視為政策設

計與政策執行間的獨立

線性階段（discrete linear 

stages） 

當政策制定後，執行者

會嘗試著調合與適應。

地方執行者對於政策的

成功或失敗具有關鍵性

影響。 

將政策行程與執行視為同一個歷

程的內容。著重於不同層級與角

色間，形塑政策的不同成員與交

互關係。 

影響

範圍 
由上而下的垂直影響 

地方層級中，具有由下

而上的政策詮釋，以及

政策目標回應性的影響 

開放性的多層次系統（open multi-

layered system） 

脈絡

的角

色 

鉅觀。傾向政策執行的

行政觀與歷程觀，忽略

脈絡的影響性 

微觀。重視地方脈絡與

文化對政策執行的影響 

著重脈絡間的相互關聯性，包含

微觀政治與府際關係等 

對政

策成

功的

價值 

著重政策設計的準確

性，將政策設計視為解

決問題的手段，而執行

可能是導致政策失敗的

原因 

除了調適與協商外，具

有彈性地將不同變數視

為地方脈絡中可預期的

結果 

除了調適與協商外，亦涵蓋政策

脈絡所帶來的影響 

資料來源：Datnow, A. & Park, V. (2009). Conceptualiz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Large-scale reform in 

an era of complexity. In Sykes, G., Schneider, B., Plank, D. N. & Ford, T. G. (Eds). Handbook on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pp. 348-361). London, UK: Routledge.  

 

 

二、意義建構理論對高等教育機構內政策轉譯之影響 

當人們將刺激物放入價值框架中進行思考時，會藉由這個參考架構（frame of 

reference）來幫助他們獲得或進行全面性、理解性、詮釋性、歸因性、推論性

（extrapolate）和預測性的認知和結果（Starbuck & Milliken, 1988）。現實世界中，

不同問題都可能呈現著包含疑惑性、不確定性，或是造成困難與渾沌等多元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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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將無意義（no sense）的問題情境或問題意識轉變成具結構性的問題，意義建

構歷程便有其必要性，因為這樣的過程不僅僅只是解釋（interpretation），而是一

個行動或建構的程序（process of construction）。與此同時，亦要留意認知失調理

論27（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中結論先於定義的情況（Festinger, 1962），而這

些決策後失調（post-decisional dissonance）的情形，顯示當個體調整認知以降低認

知失調時，就對導致接續的詮釋理解或價值判斷等作為更為不易。舉例來說，當大

學端的教卓計畫執行者決定了某項工作的實施策略後，發現其實有其他更具優點的

執行方式時，會依據投入時間的多寡或是執行期程的困難程度，對其所選擇的方式

給予較多正向的評估，對於未選擇的則給予較少的評估或降低喜歡的程度，以減少

認知失調。只是，這樣意義建構歷程，對於整體教卓計畫在大學端的執行成效評估，

就會產生預期與實際上的落差和錯誤歸因，因為這差異產生的原因並不是計畫規劃

上的潛在問題，而是大學意義建構歷程上個殊歧異。 

整體而言，意義建構理論強調政策執行不僅是靜態的問題意識（problem of will）

和組織結構的體現，也是一種社會學習和認知能力展現的歷程（Datnow & Park, 

2009）。據此，意義建構的理論架構中，不同社會角色都扮演著意義建構者，不僅

會對於外在的刺激給予回應，同樣的，也會因為對行動的涉入與詮釋，對於所處的

環境產生影響（Datnow & Park, 2009; Weick, 1995）。換言之，處在相同環境中的

行動者和不同角色，也藉由這樣的互動循環，改變了政策轉譯後對於政策執行與成

果的樣貌。從「how can I know what I think until I see what I say」這段話來看，便言

簡意賅的說明了意義建構歷程的特色。對組織的意義建構來說，其特色在於對於發

展 控 制 保 證 利 益 的 一 般 主 觀 性 （ generic sublectivity ） 與 可 互 換 性

（interchangeability）的持續性壓力。一般主觀性根源於表明態度、心理預期、提

出承諾或控制操弄等歷程，而藉由這些歷程也形塑了可互換性的特質，以及行動保

證或創意在論證、期待、判斷和目標面向上的形成。換句話說，對於組織意義建構

的壓力是強烈的，且來自於快速社會化的需求、掌控被分配資源的需求、相關利害

                                                            
27 認知失調理論包含不充分的辯證（insufficient justification）、勞力辯證（effort justification）、決

策後失調（post-decisional dissonance）等內容，而這些影響層面，都可能會對於意義建構歷程產生

影響。 

 



76 
 

人監督立法的需求、評估成果的需求與課責（aacountability）的需求等（Weick, 

1995）。 

另從 Weick（1995）的意義建構理論中，可以發現其特性對於理解高等教育機

構內的政策轉譯具有更為貼切的解釋性，也區別了意義建構與理解、詮釋或歸因等

面向上的不同，這些特色分別為（一）意義建構植基於人們對於本身認同的建構

（identity construction）：自我意識改變的歷程來自自我增強（self-enhancement）、

自我效能動機（self-efficacy motive）和自我一致性（self-consistency）的需求；

（二）意義建構具有回顧（retrospective）特質；（三）意義建構係指行動者制定

所覺察的環境（enactive of sensible environment）；（四）意義建構具有社會性的

特質；（五）意義建構具有持續進行的特質；（六）意義建構具有聚焦和萃取線索

（focused on and by extracted cues）的特質；（七）意義建構被真實性而非精確所驅

動（driven by plausibility rather than accuracy）。上述這 7 個特質在意義建構的歷程

中不斷交織融會，並進而形成不同的想法和對應，而不是單獨作用或支配個體的認

知。易言之，意義建構理論係指個別或群體行動者的生活或工作經驗來自於其所在

的環境中，並對其經歷的不同事件賦予相應的意義，進而付諸具體行動，以回應真

實的問題與需求。所以欲瞭解相關現象，可經由探討不同行動者對日常生活賦予意

義與行動等過程而獲得。據此，整個意義建構歷程包含行動者的認知、情緒、行動、

環境、脈絡、交互關係等面向（Weick, 2001）。 

Spillane、Reiser 與 Reimer 等人（2002）認為政策對執行機構的意義，根源於

他們所具備的認知結構（cognition structures），內容包含知識、信念與態度等，與

其所處的情境、狀態、政策訊號等項目的彼此互動，主要項目有（一）政策訊號

（policy signal）：係指政策制定歷程或釋放的訊息，如何引導執行機構去解讀政

策；（二）執行機構的知識、信念與經驗：係指執行機構先前的經歷影響他們解讀

政策；（三）基層執行者（local actors）嘗試理解政策所在情境：係指非線性條件

下的情境如何影響成員解讀政策。不過，在機構內的政策轉譯歷程中，無可避免地

可能產生下列的幾個問題，例如對於相同訊息的不同解讀、執行機構可能將新政策

視為舊瓶裝新酒的作法，或是變革的阻礙、可能僅只著眼於字面或淺碟式的詮釋與

理解，無法察覺深層理念的連結等。簡單來說，人們可能習慣於相信自己過去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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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是卓越而有效果的，並抗拒或羞於承認過去的努力是失敗的。而這些問題亦可能

進一步的擴大不同機構間政策執行成效的差距。此外，關於意義建構的時機、意義

建構的維續以及意義建構的歷程28（包含信念導向或行動導向等）等面向，對於探

討組織意義建構的歷程也具有相當重要的啟示。 

以教卓計畫為例，當政府選用該項競爭型計畫用以匡正國內大學「重研究、輕

教學」之傾向時，機構本身與所屬成員便會依照該政策所釋放的訊息，選用並調整

爭取資源的策略，而該機構既往的辦學績效、綜合體質、執行計畫經歷等經驗，也

會反饋於整體計畫的形塑之上，而所屬成員對於計畫執行成果和政策目標間的契合

程度，也會藉由政策執行歷程中不同階段的經驗積累，而產生截然不同的成果。 

 

貳、品質保證體系對現行高等教育機構校務經營之影響 

一個大學要能卓越發展，依照的不僅是策略管理與系統思考的能力，更重要的

是，要能從愈趨多元的場域中，找出管理複合且愈為龐大的高等教育機構方法。

Toma（2010）對於建構大學組織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city）提出了策略管理的

思維，並從目的、結構、治理、政策、程序、資訊、基礎建設、文化等面向，提出

了不同大學的研究個案與建議。當大學需要回應這些能力是為了處理哪些問題同時，

其實也就同時協助本身爬梳未來發展應該著重或暫緩的項目，而這些能力的「變」

通常都對應著環境的「變」以及永續發展目標的「不變」之上，無論是上述的變與

不變，其核心概念其實都圍繞著「品質」的高度維續與持續追求。據此，近代大學

的發展，其實政府相較於授權與增強（enhancement），反而更重視課責，因而品

質監控（quality monitoring）的需求目標追求下，競爭型計畫的推動與實施，其實

也是政府為了解決大學品質提昇的方法之一。 

Mintzberg、Ahlstrand 與 Lampel 等人（2005）於探究策略管理時，將其分類為

3 類規範型（priscriptive）學派以及 7 類描述型（descriptive）學派29，然而，在怎

                                                            
28 信念導向的意義建構可能來自於人們面臨新意義時表明本身態度的過程，或是對於自我滿足的期

待等；行動導向的意義建構可能來自於承諾或操弄的歷程。 
29  3 類規範型學派包含設計學派（design school）、規劃學派（planning school）和定位學派

（positioning school）；7 類描述性學派包含認知學派（cognitive school）、學習學派（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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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詳盡的劃分，要達成一個完美的設計或歸類其實是不現實亦不貼近真實世界的，

因為大學的發展並非全然依循線性模式，執行策略的作法亦可能隨著時間和場域的

變化而產生改變，甚至出現前後不同時期的矛盾、衝突與調和，據此，與其思考完

美的發展策略，不如對於現況進行全面的了解與掌控，並設定不同階段能夠完成的

目標，或許是現階段大部分大學較為適宜的發展形式。此外，從好到卓越（good to 

great）（Collin, 2001）的呼籲，除了顯示了大學對於其績效果的品質追求外，

Collin 提出的 4 項卓越指標，包含成果、影響、聲譽（ esteem）與耐久性

（endurance），亦與大學整體經營的品質息息相關。Scott（1994）將高等教育的

品質定義為下列 5 種類型，分別為品質就是卓越、品質就是審計（audit）、品質就

是成果、品質就是任務、品質就是文化。而隨著時間與趨勢的變動，亦由於品質概

念的多維因素與複砸程度，高等教育場域中的品質其實是一種競爭式概念與議題，

某些時候甚至很難被清楚且具體得描繪出來，例如說金錢的價值、目的的健全、零

缺陷、持續性或顛覆性歷程等（Mertova, Webster & Nair, 2010）。從下圖 2-4-1中，

亦可了解高等教育體系中對於卓越品質趨力因素的初步介紹。當然，亦可將趨力因

素簡化為 4 個面向，分別為競爭、花費、課責與服務導向（Seymour, 1992）。 

全面品質管理作為一種管理策略開展於 1950 年代，並於 1980 年代早期蔚為風

行，Deming 管理哲學中的 14 點原則30對於企業的影響非常深遠，而整體歸納起來，

亦可從下列 5 個面向來探究全面品質管理的內涵，分別為任務與顧客為本、操作方

式的系統化、人力資源的蓬勃發展、長期性思考與承諾，此外，這 5 個面向需要一

併觀之，缺乏任何一個都可能無法具體了解其全貌（Sherr & Teeter, 1991）。綜合

彙整諸多學者對於全面品質管理的研究與說明，可以歸納出 4 個共通的特點，分別

是顧客為本、長期提昇的承諾、全面參與和系統思考（Sims & Sims, 1995）。而高

等教育場域中應用全面品質管理或持續品質改善機制亦成為大學校務經營中非常重

                                                            
school）、權力學派（power school）、文化學派（cultural school）、環境學派（enviromantal 

school）、創業學派（entrepreneurial school）、結構學派（configuration school）。 
30 Deming 的 14 點原則分別為 1、建立永續經營的恆久目標；2、品質必須成為新的宗教信仰；3、

停止倚賴大量的檢驗；4、不再僅以價格為採購的標準；5、持續改善生產與服務系統；6、給員工

正確的訓練；7、推動真正的領導；8、消除員工的恐懼；9、撤除部門藩籬；10、避免對員工喊口

號、說教，或設定工作目標；11、消除數字配額；12、排除員工創造榮耀的阻礙；13、實施活潑的

教育與再訓練；14、採取行動，完成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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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實踐策略內容，英國的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可以追溯到 90 年代中期，而 90 年代

後美國大學應用全面品質管理策略的經驗也顯示，如果能夠詳實且適切的管理全面

品管在大學中的執行，對於追求卓越品質的目標是相當有幫助的。依據 1992 年美

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調查顯示，約有 61%接受調查的美國大學校長表示該校已經或

考慮過實施全面品質管理的策略；依據美國品質管制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Quality Control, ASQC）1993 年的調查顯示，有 70%以上的美國大學及社區學院都

在執行全面品質管理的起始階段。而 1993 年美國教育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ACE）的校園趨勢調查亦顯示超過 70%（11%高度採用、62%有限度採

用）的高等教育機構選擇採用全面品質管理作為品質提昇的方式。 

 

 

圖 2-4-1.  高等教育品質需求趨力之因素 

資料來源：Sunder M, V. (2016). Constructs of 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65(8), 1091-1111. 

 

舉例來說，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Oregon State University, OSU）採取了 9 個步

驟執行全面品質管理策略，並在每個步驟中不斷的試誤學習、方案結構重整、改變

參與者的態度與行為。這 9 個步驟分別為搜尋全面品質管理的標竿模式、建立探索

性研究（pilot study）小組、定義客戶需求、採用突破規劃歷程（breakthrough 

planning process）、於各單位中執行突破規劃行動、建構日常管理小組、啟動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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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探索計畫（cross-functional pilot project）、執行跨部門全面品質管理、建構報告、

認可與獎勵系統。雖然全面品質管理在 OSU 的實施相當成功，卻也面臨到中階管

理階層對執行的認知、概念作法轉譯等問題。因此，OSU 提出了對於實施全面品

質管理的 6 項關鍵作法，分別為管理階層的全力支持、找出優勝者（ find a 

champion）、行動、團隊合作、突破規劃協助、從服務端（service side）開始

（Coate, 1991）。而我國淡江大學於 1993 年亦開始將全面品質管理的思維與策略

融入校務經營的各面向當中，對於整體效益、個人校務和組織效益上，亦呈現了正

向的實施成果（張家宜，1990）。 

然而，全面品質管理並非解決現今大學校務經營問題的萬靈丹，諸如對於大學

自治或學術自由的傷害、對於組織文化的改變並沒有幫助、對於校務財政預算造成

影響、未能考量多元利害關係人的意見、缺乏全面品質管理評估機制、許多全面品

質管理的概念無法有效衡量、對於組織成員的教育程度與管理能力存在錯誤假設、

過度膨脹的官僚體系和過多管制影響自治、時間管理與品質管理間的連結、對於高

等教育機構賦予太多負擔、傷害既有得來不易的高等教育品質等問題（Bayraktar, 

Tatoglu & Zaim, 2008；Brown, 2004；Chubb & Moe, 1990；Koch & Fisher, 1998；

Satterlee, 1996；Seymour, 1992；Sykes & Elmore, 1989；Tannock, 1991；Watson, 

1995），亦呈現全面品質管理在高等教育機構應用的侷限，而地域性、個殊性的大

學傳統與文化、執行方式與策略的選擇、校長及管理階層的選擇邏輯、對於大學雇

員職能的重視程度、領導階層的價值選擇與走動式管理、大學成員對於管理程序的

價值觀點、共同價值與願景的社群組成、爭議與問題的處理形式、大學行政管理階

層的自覺等，亦會形成執行全面品質管理效率的催化劑或障礙（Leffel, Robinson, 

Harshberger, Krallman & Frary, 1991；Winter, 1991）。 

據此，亦由於高等教育場域與企業商業場域間的不同，對於大學實施全面品質

管理的策略來說，關於成員的重要性、實施與執行的知識、持續提昇的思維等

（Sherr & Teeter, 1991），或是運用訓練與政治策略（Seymour, 1991）來提昇大學

應用全面品質管理的績效，對於校務經營來說可能更為重要。而 Brown（2004）也

指出有效品質保證體系的幾項關鍵假設，用以區辨真實品質提昇或表面品質改善的

差異，這些假設包含品質改善的目的在於提昇，而非課責、專注於需要品質提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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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重視增強而非削弱，同時保持自我調整（self-regulation）、整體調配需要有

意義性，並鼓勵投入與參與、整體安排需要提昇多元性與創意、適當的品質管控、

具備清楚的機構課責內容、與監督者具有合適的協調機制等。 

此外，更有學者的研究指出，全面品質管理真正替大學帶來的品質提昇其實相

當有限（Harari, 1997），或者其實施的主要原因並不在於改善大學的校務經營品質，

而是源於財政困窘的現況（Ewell, 1993）。有鑑於此，持續提昇（continuous 

improvements, CI）、六標準差（six sigma or 6σ）、精實管理（lean management）

或精實六標準差（lean six sigma, LSS）、從KPI到目標關鍵成果（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 OKR）等技術或概念便開始融入全面品質管理的實施策略當中，不過要具

體將這些作法融入在全面品質提昇的執行當中，亦須積極解決諸如學生參與、缺乏

結構式的執行方式等校務經營各面向上的問題。另外，亦由於全面品質管理與上述

諸多的概念或技術皆來自於企業界，高等教育場域中的執行不可能完全依循既有的

形式與標準來執行，例如對於主要客戶的認定標準或相關利害關係人的參與程度等

問題，對於整體品質體系都會造成相當顯著的影響。 

只是，既往諸多對於高等教育品質的研究大多著重在學術面向，對於管理、課

程傳遞機制的效能或教學課程品質等面向卻較少涵蓋在品質調查的研究當中。據此，

Noaman、Ragab、Madbouly、Khedra與 Fayoumi等人（2017）就針對了高等教育品

質標準（High Education Quality Criteria, HEQC）提出了高等教育品質檢測模式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Model, HEQAM）（見圖 2-4-2），模式中包

含了 3 個層面、8 個項目（課程、職員、職業進路、基礎設施、線上服務、圖書資

源服務、行政服務、地點）和 53 個次級項目。此外，關於相關利害關係人參與

（stakeholder engagement）和多元組成（diversity）對於高等教育品質保證體系的

重要性，也持續見諸於 OECD（2002）或不同學者間（Alves, Mainardes & Raposo, 

2010；Beerkens & Udam, 2017；Diamond, 2008；Hopbach, 2014；Stensaker & Vabø, 

2013）的調查或研究當中。Psomas與 Antony於 2017年針對希臘的高等教育機構全

面品質管理內容進行分析時，整理了諸多學者的全面品質管理架構，該架構包含了

領導與管理階層的承諾、策略性的品質規劃、教學成員與職員管理、參與的需求、

長期性的管理與支持策略、學生核心、歷程管理、持續提昇、訊息與分析、知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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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其中關於學生核心、領導與管理階層的承諾、策略性的品質規劃是高等教育

機構最廣泛適用的項目，而關於訊息與分析、知識與教育、長期性的支持與管理策

略則是應用程度較低的部份。 

總而言之，現今大學的整體品質保證概念，其實是兼容了外部的品質保證體系，

以及內部的持續提昇活動，並應用績效關鍵指標來協助監控品質提昇的情形，此外，

諸如系統性的資料進行檢核與校正、課責機制的運作、品質保證專業能力的維持與

抑制等，亦是我國大學執行競爭型計畫應該重新檢視並思考應用的項目。而高等教

育品質保證國際網絡 31（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Quality Assurance Agenci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QAAHE）亦在發表的「品質保證優良評鑑準則」（Guidelines 

of Good Practice in Quality Assurance）中說明公開報告陳述中的自評、同儕觀察和

文件（或統計）證明等方法，對於品質保證成效的良窳具有相當重要的基礎。各類

政策計畫的執行是大學整體校務經營的一個環節，亦是一個促進品質提昇的刺激，

除了大學本身必須思考怎麼樣的品質保證體系和內容項目最適配未來的發展趨向，

教育主管機關亦須從政策規劃、政策工具選用和品質保證稽核的綜合觀點，了解整

體政策執行的真正成效與改變，才能具體達成既有政策工具執行之成效。 

                                                            
31 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國際網絡為全世界會員最多、最重要的評鑑組織，成立於 1991年，董事會為最

高決策單位，董事會成員來自各國正式會員的推舉。 INQAAHE 主要任務在促使品質保證組織分享

其資訊及經驗、協助了解高教品保相關之理論與實務、協助發展與修訂品質保證之相關規定、鼓勵

並支持會員組織之持續改善。目前世界各先進國家都先後加入 INQAAHE 成為會員，會員組織多達

200 餘個，包括美國、英國、挪威、瑞典、日本等先進國家都先後加入，一些有名的品質保證機構

如英國高等教育品質保證機構（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 QAA）、澳洲大學品

質保證機構（Australian Universities Quality Agency, AUQA）、瑞典國家高等教育機構（Swedish 

National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 NAHE）等，都是其會員（教育部電子報，2013）。 

 



83 
 

 

圖 2-4-2.  高等教育品質檢測模式示意圖 

資料來源：Noaman, A. Y., Ragab, A. M., Madbouly, A. I., Khedra, A. M., & Fayoumi, A. G. (2017).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model: towards achieving educational quality standard.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42(1), 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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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說明研究設計與實施，共分為六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依據研究目的與

問題簡述研究概念間的相互關聯性；第二節為研究取徑與方法，說明本研究採用的

各種研究方法與相關內容；第三節為研究對象，用以闡述研究個案的組成與抽樣方

式；第四節為研究工具，主要論述資料蒐集的策略與實施步驟；第五節為資料處理

與分析，敘明研究資料處理的方式與要點；第六節為研究倫理，明確說明本研究所

遵循的研究倫理守則。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分析我國高等教育競爭型計畫做為政策引導工具的實施成效，透過

對該計畫規劃及實施過程的探究，以分析教卓計畫對高等教育機構研究、教學、發

展及整體經營等面向的實際影響。依文獻探討結果，擬定研究架構，本架構如圖 3-

1-1 所示：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  研究取徑與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中的多重個案研究法，目的在於這種方法能深入探究當前

高等教育機構爭取及執行教卓計畫的真實現況，蒐集研究參與者的第一手厚實描述

（thick description）。此外，更能藉由訪談對象的內在觀點與外在學校實際運作狀

況的相互檢證，進一步了解研究現象的真實樣貌。個案研究法在科學上的優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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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能夠透過「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特色，而達到最大的客觀性，並

且能對相似個案具有某種程度的推論性（Berg & Lune, 2011）。又如 Eisenhardt

（1989）認為個案研究的過程具高度反覆性，而且與資料緊密結合在一起，所以在

個別的獨特事件中，如果資料分析結果呈現一致性，將有益於發展並建構各大學適

宜採行之策略與模式。故本研究將藉助個案研究的歸納整合性、經驗理解性、整體

詮釋性、厚實描述性與類推性等特質，幫助研究者理解我國高等教育機構執行教卓

計畫的複雜性、特殊性和真實性。 

Yin（2014）對於個案研究的說明指出，個案研究法包含單一個案研究與多重

個案研究兩種類別，而分析象限也存在單一分析與多重分析兩者不同類型，象限類

型包含（一）單一個案：整體性設計、（二）單一個案：嵌入性設計、（三）多重

個案：整體性設計、（四）多重個案：嵌入性設計（見圖 3-2-1）。 

 

 

圖 3-2-1.  個案研究法類型 

資料來源：Yin, R. (2014).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5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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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適用之類別係以多重個案中的嵌入設計（類型四）為主，因為是以教卓

計畫為研究主軸，探究不同類別執行大學間的異同，而同一大學中又因教卓計畫的

執行而有不同單位與人員的參與，因此可以提供不同個案大學內部的真實觀察與具

體回應，具體執行步驟如下圖 3-2-2 所示。 

 

 

圖 3-2-2.  多重個案研究執行步驟 

資料來源：Yin, R. (2014).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5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p. 60. 

 

據此，本研究以訪談及文件分析做為資料蒐集的主要方法。訪談部份，則藉由

訪談實際執行教卓計畫的學校業務主管或行政人員等，以了解各大學進行資料蒐集、

統整、分析、應用及報告的歷程。文件部分，其來源以教育部公告、各大學教卓計

畫辦公室公開資訊及各校校務公開資訊為主，例如：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以下簡稱

高教司）官方網站與教育部教卓計畫專屬網站羅列之教卓計畫書、教卓計畫作業手

冊、教卓計畫辦理情形說明等相關文件。透過訪談、文件分析或聯繫索取所得的資

料，可以與其進行相互比較，以做為日後研究資料信實度檢核的根據。蒐集資料方

法的詳細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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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訪談法 

        訪談作為個案研究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Berg & Lune, 2011），主要目的在於

獲得受訪者主觀詮釋或客觀轉化的意見，以做為研究的內容分析來源。本研究的訪

談對象除了各大學執行教卓計畫的學校業務主管、專業主管及行政人員外，亦會邀

請校務資料分析人員進行訪談，以了解該機構資料蒐集、篩選、整理與分析等流程。

此外，就蒐集呈現資料、校務發展目標、教卓計劃書等內容之交叉比對，也會一同

併陳於訪談的提問大綱或後續追問題項之中。 

        運用訪談法時，Yin（1994）建議應該抱持探索心態、觀察感受、保持調適及

彈性、對議題保持理解性、並且不帶偏見。另外，個案類別若可提供多重證據來源，

將有利於不同個案間的比較（Yin, 2003）。本研究將以半結構式的訪談為主，由研

究者擔任訪談者、輔以訪談大綱進行深度訪談，蒐集資料過程中，盡可能把握 Yin

（2014）提出的證據資料蒐集原則，包含使用多重證據來源（use multiple resources 

of evidences）、建立個案研究資料庫（create a case study database）、維持證據的連

結（maintain a chain of evidences），其目的在於使用證據串連與推導等方法，使研

究發現與結論更具真實性和說服力。 

 

貳、文件分析法 

文件分析可藉由萃取主題（theme）、議題（issue）或中心思想（motif）來說

明與詮釋（Denzin & Lincoln, 2005）。本研究方法中文件分析最主要之功能在於建

立脈絡性知識與架構，包括透過閱讀這些文件以做為個案大學之訪談基礎，利於驗

證訪談與對話內容是否為真；此外，並用以做為三角檢證之依據。本研究並未進行

個別或整體文件之內容比較分析。 

本研究主要分析對象為執行教卓計畫的高等教育機構，在主題、議題或中心思

想上皆環繞在該項競爭型計畫的執行與影響上。此外，透過文件分析法可以將不同

時間與空間的文件及資料串連起來，以了解教育活動與思想的發展及變遷之趨勢

（王文科、王智弘，2009）。本研究文件分析部份，文件來源以教育部公告、各大

學教卓計畫辦公室公開資訊及各校校務公開資訊為主（文件類型見表 3-2-1；分析

文件資料一覽表請見附錄四）。使用公開資料的理由在於（一）透過政府及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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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資訊索取得的資料，具有客觀性、一致性及可驗證性，能夠避免問卷調查工具

及數據分析歷程所產生的偏誤（bias）；（二）不同階段性資料所反應的脈絡，足

以提供各高等教育機構推動教卓計畫的自我分析及經費應用等背景說明，有益於比

較大學間應用該經費的差異及成效；（三）藉由不同背景變項的高等教育機構進行

比較，有助於細緻化分析各機構選擇及執行教卓計畫的策略。 

 

表 3-2-1   

教卓計畫文件分析編碼表 

教育部 ME 公立一般大學 PU 私立一般大學 PR 

教卓計畫法規 01 計劃書 01 計劃書 01 

教卓計畫公告及新聞稿 02 期中成果報告 02 期中成果報告 02 

教育統計 03 期末成果報告 03 期末成果報告 03 

委託研究報告 04 其他相關文件 04 其他相關文件 04 

其他相關文件 05     

其他單位  

監察院 SI 審計部 AD 研考會 RE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備註：文件資料編碼建置形式為「單位主要編碼-單位編碼-文件編碼」所示。舉例來說，中國民國

教育年報 93 年版係由教育部隸屬國家教育研究院發佈之，則編碼將編列為 ME-01-05-0001。 

 

此外，就整體資料蒐集內容亦會不斷進行證據鏈鎖（chain of evidence）的維護

與檢視（見下圖 3-2-3），以確認資料蒐集內容、待答問題、個案研究規則與個案

報告等各部份皆能環環相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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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證據鏈鎖的維護 

資料來源：Yin, R. (2014).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5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p. 128.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節就研究個案、訪談對象及文件報告等 3 部份，分別說明如下： 

 

壹、研究個案 

一、個案說明 

本研究依據最大變異抽樣（maximum variation sampling）原則，憑借小數量額

的樣本，探究執行教卓計畫如何對高等教育機構的整體運作產生影響，並分析其中

呈現的共通性與差異性。在具體學校挑選上，本研究將採用類型配對（pattern-

matching）原則，擬就一般大學分為公立及私立兩類別，各分為持續性獲得經費補

助、間斷性獲得經費補助（兩期以上）、間斷性獲得經費補助（一期），共計 6 種

高等教育機構類型，做為個案學校挑選的原則，進而實施訪談與文件資料分析，本

研究訪談學校類型與簡要資料整理如下表 3-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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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個案學校類型內容簡要表（共計 11 所大學） 

編號 教卓計畫補助內容 學校類型描述 

1 

1、 3 期 

2、 10 年以上 

3、 4-6 億 

1、公立大學 

2、大型學校 

3、中部地區 

4、舊大學 

5、綜合型大學 

2 

1、 3 期 

2、 5-9 年 

3、 2-4 億 

1、 公立大學 

2、 大型學校 

3、 中部地區 

4、 新大學 

5、 綜合型大學 

3 

1、 3 期 

2、 10 年以上 

3、 4-6 億 

1、 公立大學 

2、 小型學校 

3、 北部地區 

4、 舊大學 

5、 專業型大學 

4 

1、 3 期 

2、 10 年以上 

3、 10 億以上 

1、 私立大學 

2、 大型學校 

3、 中部地區 

4、 舊大學 

5、 綜合型大學 

5 

1、 3 期 

2、 10 年以上 

3、 4-6 億 

1、 私立大學 

2、 大型學校 

3、 中部地區 

4、 舊大學 

5、 綜合型大學 

6 

1、 3 期 

2、 5-9 年 

3、 2-4 億 

1、 私立大學 

2、 大型學校 

3、 南部地區 

4、 舊大學 

5、 綜合型大學 

7 

1、 2 期 

2、 5-9 年 

3、 2-4 億 

1、 公立大學 

2、 中型學校 

3、 中部地區 

4、 新學校 

5、 綜合型大學 

8 

1、 2 期 

2、 5-9 年 

3、 2-4 億 

1、 私立大學 

2、 大型學校 

3、 北部地區 

4、 舊大學 

5、 綜合型大學 

9 

1、 1 期 

2、 1-4 年 

3、 2 億以下 

1、 公立大學 

2、 大型學校 

3、 北部地區 

4、 舊大學 

5、 綜合型大學 

10 

1、 1 期 

2、 1-4 年 

3、 2 億以下 

1、 公立大學 

2、 小型學校 

3、 中部地區 

4、 舊大學 

5、 專業型大學 

11 

1、 1 期 

2、 1-4 年 

3、 2 億以下 

1、 私立大學 

2、 中型學校 

3、 中部地區 

4、 新大學 

5、 綜合型大學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備註：1、學校規模係以全校學生人數區分之，大型學校（10,000 人以上）、中型學校（5,000 至

9,999 人）及小型學校（未達 5,000 人）三類型；2、學校校史係以 1994 年大學法修正後作為我國高

等教育擴張之分水嶺，建校 29 年以下為新大學，建校達 30 年以上為舊大學。 

 

選擇教卓計畫為研究標的的具體原因有下列兩項，分別為（一）係因教卓計畫

執行校數較多，個案學校資訊相較不易被辨識出來。在此背景因素下，訪談個案較

能卸除防備心態，研究者較易觸及真正的核心問題與獲得真實性回應。以頂大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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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因其執行計畫校數較少，且特殊識別性資訊相當鮮明，導致資料分析與報告

上容易產生研究倫理問題；（二）教卓計畫實施期程最長，含試辦期與正式執行期

間合計 3 期 13 年實施期程，就計畫調整機制、學校因應策略和相關推動成效間的

關係連動較易進行比較與觀察。以典範科大為例，除該計畫執行期程較短之外，亦

較不容易觀察與探究上述關係連動的內容與相關成效比較。此外，選擇個案學校的

原因在於除了包含本研究 6 類型高等教育機構外，亦希望能夠涵蓋同一補助期程中

不同規模、類型、校史與地理位置等學校因素，以協助研究者瞭解教卓計畫於不同

大學中實施層面的可能影響因素，並兼顧不同個案間的整體性、經驗性、獨特性、

現象性、啟發性與類推性等特質，以深入瞭解執行脈絡後作為建構理論與推論的基

礎。 

 

二、個案代碼說明 

資料代碼編擬上，個案訪談結果將以主軸式與預建式代碼系統為基礎（見表 3-

3-2）。其建置形式如「訪談時間_個案類別編碼內容細節」所示。舉例來說，具備

公立學校、大型、綜合型大學、持續性獲得教卓經費補助、建校歷史達 45 年等特

徵的教卓計畫辦公室主管在 2017 年 12 月 10 日接受訪談，則代碼將編為「121017-

B3-PU-L-C-OD-EX11（範例）」（個案類別編碼一覽表請見附錄五）。撰寫研究

報告過程中若標注或使用逐字稿內容，則將在該段文字後附註上述資料代碼。為提

昇閱讀便利性及文字流暢度，個案學校名稱、特殊性計畫或足以辨識學校訊息之單

位及計畫名稱等，採用化名與斜體文字標注，並於摘錄段落後加註說明。上述進行

匿名或變動文字，將與受訪者進行二度內容確認，避免文意詮釋或傳達產生偏誤，

以維護研究結果引用與推論之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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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代碼系統表 

項目 類別 編碼 類別 編碼 類別 編碼 

學校類別 公立 PU 私立 PR   

補助期程 3 期 B3 2 期 B2 1 期 B1 

學校規模 大型 L 中型 M 小型 S 

學校屬性 綜合型大學 C 專業型大學 P   

建校歷史 0-29 年 NE 30 年以上 OD   

訪談人員 計畫主管 EX11-EX13 系所主管 EX21-EX23 協同人員 EX31-EX33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訪談對象 

訪談對象首先依照上述個案類型進行學校的挑選後，擬邀請各校教卓計畫的行

政主管、負責執行校內教卓計畫的系所主管與行政相關人員參與本研究（見表 3-3-

3）。樣本選取上，採取立意取樣及滾雪球取樣。立意取樣上，研究者擬藉由先前

參與全國高等教育機構行政主管會議、教卓計畫成果發表會等相關會議，或是主動

聯繫等機會，接觸並邀請負責實際執行各校教卓計畫的行政主管或系所主管做為本

研究參與者。其次，透過滾雪球取樣方式，由各校教卓計畫行政主管或負責執行校

內計畫的系所主管推薦處理相關業務的行政人員，對其邀請進行訪談。本研究訪談

個案包多位曾任或現任大學副校長、研發長、教務長或一級單位主管等教卓計畫主

管，其目的在於瞭解大學爭取教卓計畫的預設目標與策略，同時探究執行教卓計畫

對大學校務運作的宏觀影響；其次，訪談對象亦包含多位計畫辦公室主管、中心主

任與系所主管等人員，該角色大多擔任計畫執行秘書或主要計畫執行者，其目的在

於更進一步瞭解大學執行競爭型計畫的困難與挑戰，並深入探究各項因應措施的實

際執行成效；最後，本研究訪談包含了多位協同執行人員，包含計畫辦公室兼任教

師組長、校務行政人員與計畫人員，其目的在於瞭解各項執行措施的基本成效，並

就其經歷與觀察對應不同職位對教卓計畫實施的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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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個案學校訪談人員簡要表（共計 25 人） 

補助期程 學校類別/規模/類型 訪談者類別/職務背景 備註 

3 期 公立 大型 綜合型大學 

1 
計畫主管 副校長 

教授年資 30 年以上，

歷任系主任、院長、

教務長及副校長等職

務 

個案編碼：052118-B3-PU-L-C-OD-EX11 

2 
執行秘書 一級單位主管 

教授年資 21-30年，歷

任系主任及一級單位

主管等職務 

個案編碼：052118-B3-PU-L-C-OD-EX12 

3 
中心主管 單位主管 

教授年資 10 年以下，

兼任中心主管 

個案編碼：082118-B3-PU-L-C-OD-EX13 

3 期 公立 大型 綜合型大學 

4 
計畫主管 研發長 

教授年資 11-20年，歷

任系主任兼所長、學

務長及研發長等職務 

個案編碼：052218-B3-PU-L-C-NE-EX11 

5 
學院院長 一級單位主管 

教授年資 11-20年，歷

任系主任兼所長、研

發長等職務，現職副

校長 

個案編碼：052418-B3-PU-L-C-NE-EX12 

3 期 公立 小型 專業型大學 

6 
計畫主管 一級單位主管 

教授年資 10 年以下，

兼任中心主管 

個案編碼：051618-B3-PU-S-P-OD-EX11 

7 
執行秘書 行政人員 

服務年資 11-20年，編

制內行政人員兼任 

個案編碼：052618-B3-PU-S-P-OD-EX31 

8 
執行人員 計畫人員 

服務年資 11-20年，中

心計畫人員 

個案編碼：053118-B3-PU-S-P-OD-EX32 

3 期 私立 大型 綜合型大學 

9 
計畫主管 一級單位主管 

教授年資 21-30年，歷

任院長及中心主管等

職務 

個案編碼：052618-B3-PR-L-C-OD-EX11 

10 
中心主管 單位主管 

教授年資 11-20年，歷

任中心主管及學院執

行長等職務 

個案編碼：110518-B3-PR-L-C-OD-EX12 

11 
系所主任 單位主管 

教授年資 21-30年，歷

任系所主任及中心主

管等職務 

個案編碼：112218-B3-PR-L-C-OD-EX21 

3 期 私立 大型 綜合型大學 12 計畫主管 一級單位主管 
教授年資 10 年以下，

歷任系所主任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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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等職務，現任教

務長 

個案編碼：051218-B3-PR-L-C-OD-EX11 

3 期 私立 大型 綜合型大學 13 
計畫主管 一級單位主管 

教授年資 21-30年，歷

任中心主任及研發長

等職務，現任副校長 

個案編碼：052218-B3-PR-L-C-OD-EX11 

2 期 公立 中型 綜合型大學 

14 
計畫主管 副校長 

教授年資 21-30年，歷

任系所主管及教務長

等職務 

個案編碼：050918-B2-PU-M-C-NE-EX11 

15 
系所主管 單位主管 教授年資 11-20 年 

個案編碼：111018-B2-PU-M-C-NE-EX21 

16 
執行人員 系所教師 教授年資 11-20 年 

個案編碼：041818-B2-PU-M-C-NE-EX31 

2 期 私立 大型 綜合型大學 

17 
計畫主管 一級單位主管 

教授年資 21-30年，歷

任系所主管及中心主

任等職務 

個案編碼：051418-B2-PR-L-C-OD-EX11 

18 
執行人員 系所教師 

教授年資 11-20年，歷

任計畫辦公室執行秘

書等職務 

個案編碼：051318-B2-PR-L-C-OD-EX31 

19 
執行人員 系所教師 

教授年資 10 年以下，

歷任計畫辦公室執行

秘書等職務 

個案編碼：041818-B2-PR-L-C-OD-EX32 

1 期 公立 大型 綜合型大學 20 
計畫主管 單位主管 教授年資 11-20 年 

個案編碼：051318-B1-PU-L-C-OD-EX11 

1 期 公立 小型 專業型大學 

21 
計畫主管 副校長 

教授年資 21-30年，歷

任系所主管、中心主

任、教務長等職務 

個案編碼：052618-B1-PU-S-P-OD-EX11 

22 
中心主任 單位主管 

教授年資 11-20年，歷

任中心主管及學院執

行長等職務 

個案編碼：110518-B1-PU-S-P-OD-EX12 

1 期 
私立 中型 綜合型大學 

23 
計畫主管 教務長 

教授年資 21-30年，歷

任系所主管、教務長

及副校長等職務 

個案編碼：052118-B1-PR-M-C-NE-EX11 

24 
中心主管 一級單位主管 

教授年資 11-20年，歷

任系所主管及學院院

長等職務 

個案編碼：052318-B1-PR-M-C-NE-EX12 

25 
中心主管 單位主管 教授年資 10 年以下 

   個案編碼：100318-B1-PR-M-C-NE-EX13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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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壹、研究者角色 

個案研究的研究工具，主要為研究者本身以及所採用的相關輔助工具。在研究

者背景上，可以分為課程修習、工作經歷、訪學經歷、文件分析等過程，藉以充實

理論知識、研究技能、資料探勘等相關知識與能力。研究者本身在博士班就讀其間

曾修習教育政治學、比較教育方法論、高等教育專題研究、教育政策專題研究、教

育行政專題研究、教育行政決定專題研究、高等教育行政研究等課程，對於高等教

育政策及行政、政策分析與評鑑、政策工具等議題與比較具有相關基礎。另外，研

究者曾於高等教育機構負責 6 年行政工作，對於機構內部組織規劃、業務運作及方

案執行等層面有相當了解。此外，研究者亦曾負責協同進行競爭型計畫下轄子計畫

之執行、參與全國大專校院行政主管會議、教卓計畫成果發表會、學生學習成就表

現資料蒐集與分析、數據資料分析與報告等工作項目，有益於更進一步分析高等教

育機構內部行政作業流程和行政決定影響層面。透過研究相關的文件分析，確認政

策工具應用過程中的重要機制以及影響因素，同時了解競爭型計畫對政府端與高等

教育機構端的交互影響。另，研究者獲科技部 107 年度博士生赴國外研究計畫補助，

於美國賓州州立大學（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SU）進行為期 1 年的研

究，探究臺灣與美國高等教育機構執行競爭型計畫的差異，能據以提供本研究比較

性的觀點與價值參照。最後，研究者曾協助分析與轉譯美國加州大學系統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C）校務研究資料庫資訊類別手冊，亦研習美國賓州州

立大學校務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 IR）線上相關課程。相關經歷有益於比較

分析國內、外高等教育機構進行資料蒐集、歸類、整理、分析、轉化、應用與報告

等歷程，並進一步探究其對高等教育機構行政決定之影響層面。 

 

貳、訪談大綱 

本研究訪談大綱之設計理念在於了解與蒐集不同訪談對象對於教卓計畫之內在

觀點、真實觀察與具體回應，並與文件分析建立之脈絡性架構進行交互驗證。依照

研究問題、相關內涵與訪談個案類別設計之訪談大綱如附錄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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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輔助工具 

研究者為確保訪談內容能透過逐字稿進行轉譯及後續分析，使用錄音器材及中

文、英文聽打軟體作為輔助工具。另透過自行架設之網路連接儲存設備（Network 

Attached Storge, NAS）32進行多重資料備份，除紀錄重要研究資料、文件及檔案外，

亦提供各參與訪談者下載、保存其訪談紀錄的相關檔案與後續研究成果。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壹、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如圖 3-5-1 所示。首先，將進行問題聚焦與整合，並就研究焦點進

行文獻蒐集、彙整及探究；其次，針對教卓計畫相關文件進行初步分析。藉由分析

成果與高等教育機構類別的差異，選取預進行個案研究的機構，希望能夠更為全面

的涵蓋執行教卓計畫的不同類別學校。 

 

                                                            
32 不使用一般雲端儲存（cloud storage）之原因在於無法就不同供應商的使用者條款進行深入瞭解，

並確保上傳之訪談備份資料不被用以進行該機構之後端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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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  研究流程圖 

 

完成個案研究後，將進行初步的質性資料分析，內容將包含探討高等教育機構

爭取競爭型計畫的目標設定與因應策略、機構執行競爭型計畫的方法與挑戰、競爭

型計畫對高等教育機構校務發展的影響等項目。同時，亦藉由三角檢定法，避免研

究者與受訪者間的詮釋理解誤差，導致研究成果的推論偏誤。接續則利用分析結果，

結合個案訪談資料進行研究報告撰寫。報告撰寫階段，亦時常回回頭檢視研究目的

與待答問題，以確認研究結果推論是否符合邏輯、研究結論是否與主題相互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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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是否產生生態謬誤、研究報告是否過份強調或化約某項特質變數、證據串

連方式是否符應研究需求等面向。關於本研究的可信賴度部份，相當重視 Lincoln 

和 Guba 於 1985 年提出的 4 個規準，分別是（一）可信性；（二）可轉換性（三）

可靠性；（四）驗證性。因此，除利用三角檢證外，研究過程中亦時時確保研究資

料的回溯檢核、適時延長訪談個案學校的觀察與澄清研究者本身的偏見，以提昇本

研究的內、外在的可信度與真實性。 

 

貳、研究資料處理 

一、資料編碼 

編碼在資料分析的意義，包含了下列幾種內容（一）藉由編碼產生相關概念，

並且可引導至研究者欲探究的問題上；（二）編碼是將意義予以重組，使研究者能

從資料原本的「描述」中抽離出來，並且提升到更高層次、更為概念化的抽象「詮

釋」；（三）編碼是將原始資料轉化為核心類別（core category）的關鍵性工作；

（四）藉由編碼的運作可以完成整體資料分析的終極整合；（五）經由編碼分析資

料的過程，可以產生相關概念上的交集（江明修，1997：93）。Boyatzis（1998）

則認為資料編碼發展有 3 種不同的方式，分別為（一）理論導向式的編碼方式

（ theory-driven approach）；（二）研究導向式的編碼方式（ research-driven 

approach）；（三）資料導向式的編碼方式（data-driven approach）。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方式進行資料蒐集，故資料編碼方式以理論導向式編

碼方式為主。在編碼處理上，先行進行開放編碼（open coding），將相同主題的內

容進行概念化、命名，並給予研究中的重要概念進行定義。接著進行主軸編碼

（axial coding），抽取出重要的概念，成立類別，並作為進一步探究的基礎（吳芝

儀、廖梅花譯，2001）。最終希望形成政府與高等教育機構規劃及推動競爭型計畫

的具體參考策略。編碼過程中，將藉助質性資料分析軟體 MAXQDA 2020 進行33。

首先將所有逐字稿文檔以及文件資料輸入軟體，接著建立編碼庫，透過不斷概念化、

                                                            
33 MAXQDA 的基本功能在於編碼管理、變項管理、視覺化管理及專案管理等部分，特別是變項處

理、視覺化工具、編碼矩陣等部分，對於本研究之分析與呈現有其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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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化及合併整理等歷程，最終抽譯本研究可能的理論架構。本研究共計建立 4 個

主要代碼、37 個次級代碼、65 項備忘錄、1292 次代碼標記（見附件七）。 

 

二、資料信實度檢核 

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必須不斷檢視研究定義或詮釋內容是否適切。因此，本研

究運用「三角檢證法（又稱多重檢驗）」做為資料編碼、分析後的檢核方式。三角

檢證是指使用多種方法來研究同一現象，是質化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工具（Robson, 

1993）。Denzine 倡議採用多重的方法來探究同樣的社會現象，以避免產生詮釋與

分析的偏誤，Denzine 將該方法分為（一）資料三角檢證（data triangulation）：係

指在一個研究中取得多種資料來源；（二）研究者三角檢證（ investigator 

triangulation）：係指透過多個研究者進行研究；（三）理論三角檢證（ theory 

triangulation）：係指使用多個理論觀點來解釋某一項研究結果」；（四）方法論

三角檢證（methodological triangulation）：係指使用多重方法來研究同一問題」等

四種（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質言之，本研究將利用資料三角檢證及研究者

三角檢證（包含論文指導教授、相關領域博士生與個案受訪者等）的方式進行資料

檢核，以確保資料信實度。包含比較分析不同的資料來源（如官方文件、高等教育

機構之公開檔案與訪談內容），以及比對同一機構研究參與者或不同層級研究參與

者之訪談內容是否相互衝突等。研究者藉由如此交互驗證後，方對研究標的進行分

析整理。 

第六節  研究倫理 

教育研究屬於專業行為，而倫理又是專業的重要特徵（林天祐，2005）。為求

符應上述專業行為訴求，研究倫理在各項研究領域中愈益受到關注。美國心理學會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所提出的「心理學家倫理原則與規則

（Ethical Principles of Psychologists and Code Of Conduct）」，包含利益無害

（beneficence and non-maleficence）、忠誠責任（fidelity and responsibility）、誠實

正直（ integrity）、公平正義（ justice）、尊重人權與尊嚴（respect for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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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and dignity）（APA, 2017）等項目，係同時為本研究之研究倫理的重要原則

項目。 

個案研究涉及各種倫理問題，不同研究階段所涉及的問題層次有不同的偏重。

進入研究場所階段，取得正式的同意以進行研究是主要的任務。資料蒐集階段，進

行觀察、訪談、和文件採集時，主要的倫理議題在於與被研究者建立互信的關係。

資料分析和詮釋，則首重公正地反映不同的觀點和意見。最後研究報告的撰寫要能

公開及公正地呈現利益衝突的議題，並保護個人的隱私（林佩璇，2000）。研究者

整理國內、外有關研究倫理的著作以及說明文件，依照研究流程及步驟，說明本研

究恪遵的研究倫理說明如下（吳明清，1991；林天祐，2005；陳向明，2002 ；國

立臺灣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究倫理中心，2015；黃瑞琴，1991；APA, 2017; Babbie, 

1992; Creswell, 2002）。 

 

壹、邀請參與個案階段 

進行邀請參與研究個案時，研究者遵守美國心理學會提出的一般研究標準，包

含充份告知研究對象下列事項，包含（一）研究的目的、研究過程、研究時間；

（二）有拒絕或退出研究的權利；（三）拒絕或退出研究的可能結果；（四）提示

本研究對於研究對象可能的負面影響；（五）研究的預期效益；（六）個人資料保

護的程度；（七）參與研究的誘因；（八）聯絡與詢問的管道（林天祐，2005）。

同時，亦保持平等的態度進入研究場域，遵守無條件的尊重研究對象的尊嚴、不傷

害、保密、尊重自由意志等原則，做為邀請研究參與者參加研究的指導方針。 

此外，本於知情同意原則，知情係指充份知悉（well informed）。同意，易言

之，以行為主體在不受脅迫情況下自願參與為原則（劉世閔，2005）。在進行訪談

之前，先行編撰好「研究者參與研究同意書」，同時透過完整妥善的說明，告知參

與者研究相關細節。同意書中則盡可能含括上述的研究標準，以及本研究的特殊注

意事項。於開始進行訪談前取得同意書回條，並留予訪談者雙方和之複印本以資證

明。在邀請研究參與者及邀請者推薦其他受訪者的過程中，將遵守信賴保護、尊重、

意願等原則，保護個別資料（含個人及場域），不洩漏相關參與者的相關隱私，以

維護良好的研究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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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多重個案研究實施階段 

多重個案研究實施的過程中，除了上述說明、告知與同意事項外，也將就研究

過程中任何輔助技術形式的互動紀錄，包含錄音、錄影、照相、測寫與文字記錄等

內容予以明確且完整的說明，同時，亦清楚告知所蒐集資料的分析處理與儲存保密

方式。本研究中所蒐集到的任何有關個人之資訊，或足供辨認之特殊訊息，都將透

過編碼進行轉譯，即便被研究以外第三方取得，亦無法從研究文件或報告中識別其

單位與身份。此外，研究過程中紀錄或完成的逐字稿、錄音檔或相關數位檔案，於

研究結束後即進行檔案刪除與硬碟消磁工作，確保資訊外洩事宜不致產生。倘若於

研究進行中，研究參與者以任何形式表達退出研究的想法或意願，則立刻消除與該

研究參與者有關之資料，並且不以任何形式或附註方式呈現在任一階段的研究報告

及結論中。 

 

參、資料彙整分析階段 

在資料分析過程中，將把握尊重資料本身的呈現、正確詮釋文件資料的意義、

依據資料事實進行客觀推論、持平探究正反面研究成果等準則。遇有疑義或衝突時，

將與原始資料提供者進行聯繫與問題釐清工作，確保不致扭曲研究參與者的原意。

同時，研究者將利用三角檢證將不同來源所蒐集到的資料進行多重比對，確保資料

分析內容的信實度。此外，亦定期諮詢指導教授及專家學者的專業意見，確保研究

註解與推論、圖表詮釋與標注、成果說明與演示等面向皆能維護研究倫理相關原則。 

 

肆、研究報告撰寫階段 

在研究報告撰寫過程中，將依循保護、尊重、意願及保密原則，對於任何可能

產生辨識危險或識別敏感的資料，如無法透過編碼進行轉譯，以進行後續分析之可

能，將全部皆予以捨棄。如有需要，則進行資料重新蒐集，以符合研究目的需求。

最後，於報告進行中與完成後，研究者會提供成果報告給所有專家學者及研究參與 

者，做為參與研究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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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彙整與分析六種研究個案類型對於爭取與實施教卓計畫的歷程以回應本研

究目的。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目的在於了解高等教育機構爭取競爭型計畫的目標

設定與計畫建構策略；第二節目的為探討高等教育機構執行競爭型計畫所面臨的外

部挑戰與因應作法；第三節目的為探討高等教育機構執行競爭型計畫所面臨的內部

困難與因應作法；第四節目的則是剖析競爭型計畫對高等教育機構校務之影響，據

以提出大學執行競爭型計畫之可能啟示。 

第一節  高等教育機構爭取競爭型計畫之目標設定與計畫建構策略 

 

— 當理念出了問題，執行就沒有那麼到位了。 

（052118-B1-PR-M-C-NE-EX11）— 

 

文獻探討中呈現的政策工具特性相當多元且龐雜，除了包含合法強制性、社會

脈絡性、複合統整性、目的導向性以及中介轉化性等主要內容外，亦可能因其規劃

與推動時所處脈絡的複雜與複合程度，而有其他可能之特色樣貌。在這樣多元複雜

且持續變動的高等教育生態場域中，競爭型計畫即為上述不同特質匯集而成的政策

工具之一，亦可視為從政策工具箱中被挑選而出的政策組合。以教卓計畫為例，政

府在資源有限與運用最大化的背景脈絡下，彙整相關利害關係人意見規劃出此具備

多重特質的政策工具組合，就是希望接受補助核定之學校能夠達到教卓計畫設定之

相關目標。例如，教卓計畫之目標—引導大學在教學方面進行整體性與制度性之調

整與改革（教育部，2009、2012、2014），即明確地點出教卓計畫的強制性與目的

導向性等特色。惟因各大學計畫核心小組34成員的理念、政策解讀或學校體質等因

素差異，各大學爭取競爭型計畫之目標設定與計畫建構做為也就有所不同。 

 

                                                            
34 本研究發現不同公、私立大學大致上都會有主要的計畫主持團隊（非正式組織編制，為任務型組

成，本研究受訪者或稱為核心小組、工作小組、寫手小組、寫手會議等，以下通稱為計畫核心小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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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核心小組扮演重要角色 

計畫核心小組的主要功能除了在於計畫主軸規劃與研擬之外，亦包含資源協調

（例如鼓勵勸進或暫時勸退等）與分配以及整體形象包裝（例如計畫報告呈現方式

或特色計畫發展結果等）等。其規模除了校長與一級主管等主要成員外，亦可能在

不同需求層面上納入更多行政與教學面向的成員。此外，公、私立大學在計畫核心

小組呈現的決策能量與形式上也有所不同。 

 

一、校長對於計畫核心小組的組成範圍與運作形式有決定性的影響 

由校長、一級行政主管和主要計畫撰擬人員組成的計畫核心小組具有絕對性的

計畫主導能量，其中又以校長的角色最為關鍵，其觀點意志、領導模式、授權比重、

重視程度與選擇比序等項目選擇，都會直接影響計畫核心小組的決定結果。訪談分

析中可以發現，未參與這個小組的組織成員通常比較難了解整體計畫的全貌，對於

學校如何或為什麼提出某項計畫，或者對於自己協同執行的計畫在整體架構中扮演

什麼角色也可能較沒有全面性的了解。所以當計畫核心小組的構思結果與執行人員

產生轉譯上的誤差或不同時，就可能在執行階段造成表面績效與真實成果上的落差，

例如：容易形成以達成 KPI 為主要計畫實施目的之誤解。 

 

 我覺得支持這個部份最重要的人是校長，他不能就找下面幾個老師，說

你們就負責寫教卓計畫就好了，他不能這樣，他自己要當作領頭羊的角

色。所以我覺得第一個，校長的支持非常重要，而且他要自己帶著我們

去做。（041818-B2-PU-M-C-NE-EX31） 

 

 

 校長很重要，校長老是會給我們一通電話，或者召集大家，就告訴我們

說大方向是什麼，這一點很重要。……大的意思下來之後，真正在執行

跟構思的的單位，或是說這個團隊，大概就是教務長跟我們，就是以我

們為核心，然後我們就開始根據校長跟副校長的想法，教務長會帶著我

們，我們就是一起把整個計劃的脈絡，開始讓他長出來、長出來、長出

來。（051218-B3-PR-L-C-OD-EX11） 

 

 

 那在私一（大學）有一個好處就是說，因為是私立學校，所以大家的凝
聚力都還蠻強的，因為為了生存，那也為了爭取資源，所以都會有一些

調整，沒有完全的 1或 0絕對的，不是全有或全無啦，那誰說了算？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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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最後的拍板還是校長，可是就是當有很重大的問題，兩邊僵持不下的

時候，可是這種情形真的不多啦。（110518-B3-PR-L-C-OD-EX12）（本
段文字含化名或標注） 

 

 基本上我們行政單位這邊不會管老師提什麼，或是各個院提什麼，最主

要我們就是做彙整，真正會影響到計畫內容的是校長和高級主管，……

在我們學校基本上就是校長的意見為意見，那可能那一個計畫他覺得不

滿意，就會要求再加什麼、什麼不要，都是他決定的。（051318-B2-

PR-L-C-OD-EX31） 

 

 

 你也知道我們學校的事情嘛，在我們學校基本上就是校長的意見為意

見，那可能那一個計畫他覺得不滿意，就會要求再加什麼、什麼不要，

都是他決定的。（051318-B2-PR-L-C-OD-EX31） 

 

 

 寫完以後下面沒有人知道在寫什麼東西，就是除非你在哪個場合被邀進

去給意見的這些老師或主管，最主要是主管，你有參與到，你才知道在

做什麼，假如你沒有進去那個寫手會議，那你就不知道。（100318-B1-

PR-M-C-NE-EX13） 

 

 

亦由於校長或經授權後計畫責負主管對於教卓計畫之主導能量，會呈現共構理

論中的權力關係對於政策轉譯與執行過程所型之影響性。舉例來說，訪談文稿

051318-B2-PR-L-C-OD-EX31 中的校長具有絕對性的決策權力，因此學校內部不同

層級中對於教卓計畫的理解就會以校長的觀點為出發，並據以成為計畫成型的基礎。 

 

二、計畫核心小組的功能為計畫主軸選定、主導資源調配以及計畫形象包裝 

（一）計畫主軸選定 

計畫核心小組對於教卓計畫發展的主軸及方向通常會擘畫一幅藍圖，並依循此

架構將適合的單位或人選擺放其中，而其中可能出現的差異在於教卓計畫主軸是否

緊扣校務發展計畫的發展軸線，並具備階段性與長期性的規劃與想像，或僅只在於

最大可能化的配合當期教卓計畫的爭取與執行之上，而上述的影響面向，便會對於

大學執行教卓計畫之目標設定與計畫建構模式產生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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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學校教卓是一批人寫，寫完了以後，經費通過，趕快找大家來執

行，大家都不知道計畫要做什麼？私一（大學）是這樣，教卓計畫要申
請，深耕計畫要申請，他都是超過一年的寫作計畫，所以要寫作，……

他要啟動，他會一起讀一些東西，來律定我們未來 4 年大致的目標要做

什麼，所以一起讀書，然後，那個藍圖是什麼？那我們大概分成幾個不

同的面向，這些不同的面向，要透過什麼方式，達到什麼目標，然後就

會做進一步不同的溝通，譬如說，教卓或者深耕計畫，可能有 9 個分

項、11 個分項，那總的計畫主持人和計畫團隊是最清楚知道各個不同分

項，所以在申請的時候，他會有一個大的戰略，可是也會切割為不同的

面向來考量，但是有一個總的作戰的目標。以私一（大學）來講，我們
算是比較實在來做這些不同的整合。（052618-B3-PR-L-C-OD-EX11） 

 

 

 通常以我們學校的狀況，我們會由那個工作小組去思考出一個藍圖，然

後如果拿到了錢之後，才來招募系上一起來執行，因為他的時間通常是

非常短的，那你要慢慢的由下而上來醞釀，時間是不夠的。那第二個，

計畫非常強調特色或是亮點，那你就是必須要做你剛剛講到的，放煙火

或者是開演唱會的事情，像是整治下水道這種東西，很重要，可是看不

到，那這些基礎的工程就一點都不亮眼，也展現不出什麼特色，所以在

這種情況之下，通常會由這個工作小組絞盡腦汁，想出一套非常好的劇

本，然後拿到錢之後，大家趕快來把這個片子拍完，就這樣子。

（111018-B2-PU-M-C-NE-EX21） 

 

 

 我們剛開始在寫的時候，其實是最痛苦的，所以我們一開始在寫的時

候，因為都沒有素材，那所以我們一直在談說，教育部要我們做的，跟

我們自己想做的中間交集是什麼？然後找到共識，然後找各個學院、各

個行政單位進來談。（110518-B3-PR-L-C-OD-EX12） 

 

 

從上述的語料中可以發現，關於計畫主軸的選擇與擬定，不同計畫核心小組的

思考邏輯也不盡相同，可能藉由長期的目標設定與組織共學來形塑，亦可能利用短

期的共商討論或腦力激盪來組織，易言之，就是找尋計畫執行目標的方法、形式與

過程因計畫核心小組影響而有不同。 

 

（二）主導資源調配 

不同學校的計畫核心小組都會嘗試藉由溝通協調，以取得當下最好的交集與平

衡點，並進而分配運作資源。舉例來說，當計畫需求目標和執行單位發展目標產生

衝突時，協調的目標就可能將該項計畫轉介或整合到其他單位中。當資源調配與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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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計畫並不契合或產生矛盾衝突時，計畫核心小組選擇的作法就可能是計畫停滯、

計畫賡續（可能包含線性賡續、計畫合併、計畫分割或是計畫部份終結等形式）或

是計畫終結等方式。 

 

 我們的架構出來了，然後發下去在寫的時候，就是一個單位、一個單位

來談，不管是教學單位或行政單位，然後談就是說，他們要做的跟學校

要做的，以及教育部要學校做的，不同面向間要去找交集，那其實是一

個共識決，就是凝聚共識，所以花了很久的時間。因為可能教育部要我

們做的，跟院系要做的，院系不買單，也有可能，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說服的過程，那當然也有，理想的狀況就是，A 院不要，我可能找 B

院。（110518-B3-PR-L-C-OD-EX12） 

 

 

 架構出來之後可能會有一塊是教育部要我們做的，可是其他單位沒有提

到的，然後我們就會找說校內還有其他單位，他們可能可以往這個方向

走，然後在找他們來溝通，說教育部要走這個，你們要不要往這邊走？

（110518-B3-PR-L-C-OD-EX12） 

 

 

 所以我就，當然在這個過程裡面有一些，就是增加了一些元素，但是有

一些部份，我認為在那個架構裡面不太容易做的，我後來就把他拿掉

了，那拿掉也當然有些人會不高興，那也要做一點事，不過這也沒辦

法，因為學校，如果你照原來那種調調，再提 10幾個分項計畫，都獨立

的，好像關係不是那麼大，看起來就，拿錢的機會就不見得那麼大嘛，

那後來我就覺得，為了學校整體，我就做一點，有時候要整合，就有一

些人或者要增加某些東西，要不就是去拜託，因為沒有人要做嘛，所以

就是拜託人去做，可能有一些東西他提的，可能暫時，不是永遠捨棄

他，不過就是暫時不能做，不要做，所以他可能就被勸退之類的，所以

要做一點事情。（052118-B3-PU-L-C-OD-EX11） 

 

 

 我們是會有一個去蕪存菁的過程，就是說我們在做的過程當中，我們把

我們覺得做得起來的，然後會產生特色的，我們把他留住。（051218-

B3-PR-L-C-OD-EX11） 

 

 

 我們那時候第一次正準備要拿到教學卓越計畫，那我們剛開始拿到的時

候，我們會比較希望能夠做出比較多的一些成果，那我想那個時候的時

空環境是不得已啦，一定要這樣子做，但是後來大家慢慢有一些反省、

有一些檢討，或者有一些建議，所以到了最後一年，就是 106 年的橋接

計畫那個時候，比較多我們會請院或系他們來提他們想要做的是什麼東

西，他們想要發展的是什麼，那原則上我們還是在整個學校發展，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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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校務發展計畫的框架底下，讓學院或學系他們去提，他們想要塑造

出什麼樣的特色。（052318-B1-PR-M-C-NE-EX12） 

 

 單位或系所提出來以後，如果上級有其他的意見，有需要調整的時候會

做調整，甚至有些計畫會不見。（051318-B2-PR-L-C-OD-EX31） 

 

 

 原則啊，就是寫手會議。在寫手會議上大家就喊價啊，說我要 700 萬，

然後他說，不行不行，然後就開始算說有 50%要用在教學的，大家就開

始喊價、開始算，其實沒有一個標準啦。（100318-B1-PR-M-C-NE-

EX13） 

 

 

尋求當期計畫最大可能性的交集與均衡是計畫核心小組另一個主要的功能，換

言之，當劇本架構完成後，如何找到適合的演員，並在預算許可內給予不同角色充

足的協助，當然也包含劇本衝突的調整、角色競爭的協調等一般性庶務，以讓實際

演出能夠具備整體性與協調感之餘順利地將既定劇碼完成。 

 

（三）計畫形象包裝 

計畫形象包裝主要分成兩個面向，分別為 1、計畫申請與呈現，以及 2、計畫

成果與報告。舉例來說，計畫申請階段，整體計畫是否具備創新性或多元性，在兼

顧既往發展基礎上又能展現突破潛力，都是獲得評審青睞的重要元素之一。此外，

標竿學習或楷模仿效在不同階段的計畫撰寫中也是各大學的應用策略之一，但如何

經由計畫核心團隊的內化與包裝，並在評選階段脫穎而出，其實也考驗計畫核心小

組的整合與行銷能力。 

 

 那教卓他是一個競爭型計畫，所以為了讓這個教育創新不至馬上被複

製，所以每個學校都是保密的，但是保密的過程裡面，私一（大學）在
這個區塊，做的一些東西，常常是做完了以後，大家覺得不錯，然後就

會變成是學習模仿的對象，尤其是教育部他會把教卓裡面好的學校的成

果來希望其他學校要做，所以某一個程度出來，慢慢的，不同的學校做

的東西都很類似，舉例，譬如說像雷達圖啊、然後這個多向多性格測驗

啊、從 MAPA（複合向度性格測驗）發展出 UCAN，對不對？然後再包

括學生本位式的學習啊，這些不同的東西，就越來越像，所以過去的計

畫，用競爭型計畫最大的問題就是，大家想盡辦法，在既有的條件裡面

來探索，做出一些不同的東西，但做了這些，能不能夠真的達到這些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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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因為他是競爭型計畫，所以你要寫的讓審查委員看得懂、得到青

睞，對這是過去教卓的構想。（052618-B3-PR-L-C-OD-EX11） 

 

 成果啊，會不會包裝還是很重要，同樣一件事情，不管什麼計畫，實際

上應該都是這樣子啦，你能不能講出他的一個意義，做同樣一件事情，

如果你可以找出他的意義，然後把他包裝得很漂亮的話，行銷的很好的

話，那你當然很好推銷，很好賣嘛。那你如果裡面的內容物很好，但是

你不會包裝，好像現在在學校經營裡面，通常不會包裝的學校都會比較

吃虧一點，那所以有這個寫手，他當然會有幫助，我認為是蠻重要的。

（111018-B2-PU-M-C-NE-EX21） 

 

 

 就競爭型計畫來看，就是找到好寫手啊。……我覺得從現實面來講，我

個人感受是這樣子，你要寫的計畫很漂亮。那假如要提高這個金額，歷

年的成效很重要。（100318-B1-PR-M-C-NE-EX13） 

 

 

 但是歷年的成效，就我們學校和附近的學校來說，都會把數字做得很漂

亮，一定都會達到，從教卓到現在，他們都一定會達到，但是裡面的，

是不是真的實斤、實兩，不知道，只有自己內部的人才會知道。

（100318-B1-PR-M-C-NE-EX13） 

 

 

從語料分析中可以發現，無論是計畫申請或是計畫報告都需要經過包裝，不過

這裡的包裝並不純然指稱美化，而是將預期達成或已經完成的項目，轉譯成能夠讓

評審委員或標的群體能夠理解的語言與形式。如果只是單純的進行數據詮釋或成果

美化，對於長期的計畫申請與執行來說並沒有太多助益。但是如同訪談文稿

100318-B1-PR-M-C-NE-EX13 中所提及的內容，包裝後的計畫形象或成果是否「實

斤、實兩」，其實也只有內部成員才能夠確切掌握。 

 

三、核心計畫小組對目標擬定與計畫建構策略之影響層面 

不同學校的計畫核心小組具有截然不同的計畫架構邏輯，可能憑借傳統領導範

式、經驗法則作法、證據導向模式、問題解決導向模式，或是先導式試驗等方式以

架構整體計畫內容，當然亦可能全盤引進楷模與仿效範例，加上一些具有校本特色

的執行項目來架構計畫實施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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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準備，因為那麼久了下來，一個計畫 model 就是，反正學生進來

就一直改嘛，那現在我覺得也沒有好，就是這樣做，只要有錢，我們就

是做這些案子，然後把特殊性的東西把他彰顯出來就可以了。……這樣

的 model大概跑不了，再怎麼改大概就在這裡面在改，然後 slogan每年

改一下，大概就是這樣子。（052618-B1-PU-S-P-OD-EX11） 

 

 

 雖然部裡面一直跟我們說不會有那麼多競爭型計畫，但部裡面講完這句

話之後，好像各個計畫又跑出來，我們的想法一直都是這個樣子，因為

我們這個單位剛好是拿了很多計畫的單位，所以什麼計畫我們都有碰

到，我們也常常是主筆者，我一直覺得，其實我們不能用單一計畫的思

維，就是說我們今天做完天外飛來一筆的 A計畫，我們就去掰了一個故

事給A計畫，我發現似乎教育部的計畫都是有相關的。（051218-B3-PR-

L-C-OD-EX11） 

 

 

 我們只要有搭上車，在裡面我們完成了的部的期待跟私二（大學）的
DNA，其他的，如果我們搭的是高鐵，我們就不要管BRT在搭什麼，這

就不是我的東西，……這些計劃我們只要紮根紮好，在教學制度的創新

跟改變更、跟地方還有創一計畫的連結，其實其他計畫來的話，我覺得
就是水到渠成，就是當你告訴我們你要什麼時候，我們就是按照這個脈

絡再發展出一個延伸的東西，但他不會改變我們的DNA，如果要改變我

們 DNA 的東西，我們可能會放棄，因為我會覺得我們私二（大學）不
一定做得到。（051218-B3-PR-L-C-OD-EX11） 

 

 

總而言之，計畫核心小組像是教卓計畫啟動與執行的樞紐，亦是連結爭取計畫

和評估成果的關鍵角色，其決策與作動不僅會直接關聯到教卓計畫主軸選定、各類

資源協調分配與整體計畫形象包裝等項目，也會影響到目標設定與計畫建構策略，

當然包含著最後的整體實施成果。表 4-1-1 說明計畫核心小組的主要功能與組成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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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計畫核心小組的組成與功能 

計畫核心小組 主要項目 

關鍵成員 校長 

主要組成 
1、 類型一：校長、主要行政主管、文膽寫手 

2、 類型二：校長、主要行政主管、文膽寫手、計畫主要配搭領域成員 

組織功能 

1、 計畫主軸選定 

2、 主導資源調配 

3、 計畫形象包裝 

影響範圍 
1、 目標設定策略 

2、 計畫建構策略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目標設定策略 

除了受到計畫核心小組的運作影響外，影響目標設定策略類型的因素也植基於

大學本身對於競爭型計畫追求背後的目的，換句話說，也就是校務發展的先位思考

原則，或是優先取得經費的策略邏輯，兩者間的不同便衍生為校本式或順服式的目

標設定策略，而隨著計畫執行期程的延伸或是計畫經費獲取的有無等因素影響下，

大學目標設定策略亦有可能產生從校本式轉為順服式的變化，反之亦然。 

 

一、校本式的目標設定策略 

（一）競爭型計畫為輔助性資源 

當大學將競爭型計畫視為輔助整體校務發展的資源之一，而不是缺一不可的要

項，因此，在分析與評估競爭型計畫的介入邏輯時，大學不會輕易將該邏輯強加於

現行的校務發展規劃上，而是將競爭型計畫的執行當作校務發展的動能選項之一，

而非干擾因素。 

 

 教育部這一次有寫出來參考的，我們都還是有去對，但是我們還是有設

我們自己想做的，我們這次的作法是這個樣子。（052218-B3-PR-L-C-

OD-EX11） 

 

 

 所以我們也會去觀照部裡面的期待，還好他們之間是 match 的，所以如

果我們做不到的的地方，我們就不會強要跟部裡面去結合。那如果我們

做得到，像我跟你說的這幾個大的特色，是做得到，我們就在這幾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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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畫之間把它 merge起來，變成的我們的主軸。（051218-B3-PR-L-C-

OD-EX11） 

 

 大致上我們在寫計畫的時候，我們是這樣子的，如果他部裡面要發展

的，比如說很多個方向，這個是我們做不到，我的建議就是做不到我們

不要做，在源頭就把他切掉，但即便是這樣子，還是會有一些 KPI，他

是不 ok的。（051218-B3-PR-L-C-OD-EX11） 

 

 

 因為教卓他本來就是全校的事，所以我們的 X 院都一定會跟著進來，但
X 院融入的程度自然就不一了，所謂的不一是因為其實不是每個院他的
發展取向都符合教卓，因為教學卓越仍然是以教學創新為導向，但是有

一些院他可能本身是天生是學術導向的，比如說理院，他就是很實驗性

質的學術導向，他的良好發展奠定在他的實驗室、跟這些良好的成果，

他的教學倒並不一定是那麼的重要，他也沒有遇到重大危機，但是很多

學院遇到重大危機啊！人社院可能遇到重大危機，外院可能遇到重大危

機，對他們來說這個就很重要，所以其實每一個案子他的程度不同，是

按照學校的情況，以及學校設定的主軸。（051218-B3-PR-L-C-OD-

EX11） 

 

 

從上述訪談資料可知，當競爭型計畫對於校務發展式扮演輔助性角色，學校的

能動性相對彰顯，以校為本地吸收與整合競爭型計畫之目標。 

 

（二）競爭型計畫為配角 

由於在校本式目標設定策略之下，競爭型計畫經費的挹注非學校設定的主要資

源來源，故競爭型計畫的目標不等同於學校校務發展的長期目標。換言之，影響大

學長期性目標的設定並非競爭型計畫的指導原則，而是大學藉由尋求國際或國內學

習標竿後，所轉移、仿效後建構出的戰略目標，而此戰略目標和相應的發展計劃才

是引領校務發展的核心。更甚者，教卓計畫當中實施的部分相關措施，學校早已在

政策介入之前已經過試行與試誤調整。總而言之，校本式的目標設定策略背後隱含

的理念，主要在於學校本身追求卓越的主動性和能動性，故學校會進而發展出一套

符合學校體質的校務計畫，而其他政策計畫的介入與實施是錦上添花而非發展主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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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做任何的這些改革，我們就會設定目標，我們的目標值是多

少？……所以你說，提計劃案、提改革、提這些，最重要的是，你的思

維、架構、為什麼要做這個事、做這個事情他的意義在那，所以你設計

了什麼東西來達成這樣子的轉變，而你設計的時候，你的目標值

100%、30%、10%、1%，他的這些 tracks，所以你用不同的模式，怎麼

樣來達到這樣的一個目標。（052618-B3-PR-L-C-OD-EX11） 

 

 

 所以目標值，這個就是私一（大學）在處理這些的時候的基本的出發，
我們一直在搜尋世界各地的改變，……我們就發現全世界從大概 20世紀

末，就一直在思考整個高教的改革，只有臺灣故步自封，所以我們後來

發現，其實我們只要找到國外好的經驗，尋求適合的有效的引進，就可

以有效的改變，所以重點是，我們要知道，……至於技術性的東西都可

以研究，所以我們整理了，變成是我們的戰略高度，來處理這些事。

（052618-B3-PR-L-C-OD-EX11） 

 

 

 人家花了可能，光是前面的這個摸索就花了 2,000 萬，現在花了這麼多

的時間、精力，設計出來，我們不一定要全學，可是我們可不可以參考

他的精神，來做我們的一些改革？我們可不可以採取他的精神，做一些

符合我們這邊可以做的東西？所以，這樣的話，我們就有一個戰略目

標，我們即使從人家的這裡面，也可以修改以後，發展出符合私一（大
學）需求的這樣的一個規劃，這時候，不管是教卓還是深耕計畫，私一
（大學）都不是只是為了爭取那個經費而做，而是，我們自己在面對這
個改革，我們就是想要改革，但是我們因為這樣的改革，我們提出的計

畫，常常是超越了計畫要求的範圍，對不對？因為我們有一個更高的戰

略目標，而且這個戰略目標是真實、可執行、有他合理的邏輯和哲學在

背後支持的，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這幾年在做的改革，所以我們到後

來，我們就可以不為了做計畫而計畫，而有一些實質可行的方案來支

持，讓這些東西變成是有效，雖然每個部門進度不一，但是基本上是往

那個方向前進。（052618-B3-PR-L-C-OD-EX11） 

 

 

 私二（大學）通常是教卓計畫提出的時候，是一個整合完的作戰的方
案，馬上就可以執行的，因為先前我們的溝通，先前我們的想法已經到

位了，已經磨了一年，要做的從發想到慢慢細部再修改，磨了一年，所

以他就是一個執行的計畫，有些學校是，為申請計畫而申請，申請到的

時候才是他煩惱的時候，他的團隊，我給你錢，你要幫我做出什麼，對

不對？然而私二（大學）稍微比較幸運就是，我們通過的時候，馬上各
單位其實就已經啟動了，甚至還沒有通過前就開始做了，因為那個本來

就是我們自己想要做的東西，……實際上在寫作這些的時候，我們都有

一個非常清楚要做的東西在，而且在做之前，我們都經過了一些實驗，

所以通過的時候，還沒通過的時候，其實我們就已經起步在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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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看到就是說，對私二（大學）來講的話，他的 KPI 都是你有一個

教育戰略目標在，所以你只要真的去做，KPI 自然會出來，所以你不需

要刻意的去為了 KPI 而 KPI，因為他就是一個戰略的目標，那個目標清

楚，只要真的認真做，KPI 自然就會到，甚至會超越。（052618-B3-PR-

L-C-OD-EX11） 

 

 我看了非常多美國、英國大學的，所謂的 strategy plan，我看了很多本，

然後我之後去學了幾個我心目中的標竿學校，我去參考他們的資料，那

我看他們就真的是扎扎實實的這樣子做。（052218-B3-PR-L-C-OD-

EX11） 

 

 

 我們從第一年開始，我們就寫一個可以被執行的計畫，我們在寫計畫的

時候，方向就是可以被執行的計畫，而且是我們想要執行的計畫，而不

是教育部想要我們執行的計畫，所以就是在教育部 call for proposal的時

候，他有一些項目，有一些方向，跟私一（大學）他要走的項目，我們
去找交集，然後去抓平衡的點，所以我們希望我們做的東西，是我們自

己原本就想要走得方向，爭取這個外部資源，只是加速我們前往那個目

標的幫助。所以這樣子院系就會更願意投入，那所以其實你如果看到之

前的教學卓越計畫，我印象中私一（大學）第一年的補助應該只有前
10，應該不是第 5（改變名次順位），就是他的計畫並不是一個很漂亮
的計畫，不是一個很有吸引力、很 juicy的一個計畫，我們就是真的想去

做一些事情，那是在第一年之後，他來實地訪評，他看到了一些成效，

看到了學校的一些改變，後來才都變成第 5（改變名次順位）。那我覺
得這是一個私一（大學）跟其他大學不一樣的地方，所以就像歐主任
（改變姓氏）講的一樣，我們想得很遠，那想得很遠就是，學校整體的
目標，然後把那個跟教育部要我們做的去抓交集，去找平衡，然後寫進

計畫裡面，然後加速往前走。（110518-B3-PR-L-C-OD-EX12） 

 

 

從訪談分析可以看出，採取校本式的目標設定策略的學校在擬定校務發展計畫

時並不受限於教卓計畫的政策目標，也並非為申請教卓計畫而撰寫計畫，而是能夠

主動出擊找尋適合學校的學習標竿與典範，據此規劃校本式的長期目標與發展計畫。

更有甚者，教卓計畫中陳列的各項特色計畫，都可能是學校已經先期試行或正式推

動的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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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競爭型計畫與校務計畫平衡之取得 

大學校務發展項目與計畫發展項目會嘗試取得一個現階段性的平衡，並依循計

畫期程、目標和實際執行情形進行滾動式預測（rolling forecast）及調整，同時對

於力有未逮的項目，也不會強硬的為爭取計畫而納入執行項目之中。同樣的，績效

與結果報告階段也能夠觀察到類似的思考邏輯，促使學校思考 KPI對於整體校務經

營的影響和侷限，而不是僅只專注於 KPI 是否能夠持續達成。 

 

 我們考量的點主要有幾個，第一個，一定要跟校務計畫配合，這是一定

要，因為其實這些計劃都是要在扶持私二（大學）的成長，而私二（大
學）他原本的主軸是我們的關鍵，所以他一定要跟校務計畫配合，第二
個就是，我們過去私二（大學）成長的歷程，我們會去檢討我們的軌
跡，就是我們擅長的是什麼。……所以呢，校務計畫裡面，私二（大
學）怎麼長大，他會幫我們訂好一個方向，我們的教卓一定是配合這個
方向，第二個，我們過去跌跌撞撞，每一個小計畫跟我們大計畫的過

程，我們裡面真正學到了什麼？我們發展出來特色是什麼？我們就沿著

這一條脈絡去走，我們也不用去管私一（大學）怎麼樣？私三（大學）
怎麼樣？公二（大學）怎麼樣？因為他們有他們的DNA，我們有我們的

DNA，這個是我們所強調的，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要顧到部裡面，我

必須要承認，其實這些計畫都是競爭型計畫，我們不可能忽略部裡面的

意思，但還好這十幾年部裡的意思，差不多跟我們的 DNA 是符合的。

（051218-B3-PR-L-C-OD-EX11） 

 

 

 所以校抽取出我們的核心，成立了新的九大主軸（改變主軸數量），所
以這九大主軸是什麼？這九大主軸這就是我剛才說的，他一定不能背離
校務研究，也不能背離私二（大學）發展的DNA，但是他是以校的規格

在做的，那就變成第三階段，第三階段其實就是過度到現在的深耕。

（051218-B3-PR-L-C-OD-EX11） 

 

 

 我們就是一個融合的過程，我就需要把所有人跟單位的想像都融合進

來，……我們的主軸不能複雜，所以我們必須有點像去蕪存菁，但是他

也沒有蕪啦，他就是說適不適合在未來發展而已，如果各院，比如說每

個院他都提出 3個想法，我們跟他說是不是保留這 2個，另外 1個可能

背離我們現在的深耕比較遠，也不是我們的資源能夠做到，我們是不是

留這兩個，所以他就會一直在我們的整體學校發展的主軸跟脈絡底下，

那目前我們就是這麼做。（051218-B3-PR-L-C-OD-EX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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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有好有壞啦，像比如說以宇宙人計畫（改變計畫名稱），我們
現在在執行的東西來講，因為過去宇宙人計畫在過去整個教育部的教卓
體系裡面來講，像剛剛說過得，我們走在比較前面，所以我們的成果比

較豐富，然後我們跨單位整合的也比較漂亮，所以其實在這個部份，子

計畫裡面要拿到錢就相對容易，因為我們有成果嘛，也就是說，你原來

做的好的單位，其實要維繫就比較容易，可是假設現在有其他的學校，

他是從零開始的，也要跟我們做同樣的事情，那他在競爭型的經費規模

下，他其實就比較辛苦，因為他像我們學校其實也有一些部份可能做的

比其他學校慢，就比較吃虧。（082118-B3-PU-L-C-OD-EX13） 

 

 

 那你不能有錢就去搶，因為你要想想看，你這個錢拿進來之後，短期來

講好像有拿到錢，可是久了之後，他是不是符合你的方向，如果他不符

合你的研究方向，或者整個學校的發展方向的話，那你還是走不出一條

自己的路，所以我自己會覺得說，我會保持適當的距離，我會從我自己

的角度去思考，就是符合我的發展方向的，那 why not?有錢當然是最好

的，對不對？這本來就是我要做的，那你又願意給我錢，我就會覺得很

高興，這就是一個雙贏。那如果只是為了錢去做計畫的話，其實我會覺

得不太贊成這樣子的思維，那我覺得比較危險的也就是，大家可能會因

為這個競爭型的計畫，他的比重如果太高的話，你就不得不陷入這樣子

的一個循環了，就只能夠配合他，配合教育部。（111018-B2-PU-M-C-

NE-EX21） 

 

 

以校本式為目標設定策略之學校相當重視學校的本質與特色，也就是學校既有

的 DNA，而學校的本質才是校務發展的主軸與根本，教卓計畫僅是在這脈絡框架

下進行融入。質言之，此類型學校以知己納彼的策略，讓既有的校務發展計畫與外

部介入的教卓計畫達到平衡的關係。易言之，學校能夠處於維護固有本質，並同時

獲致額外資源挹注的雙贏局面。 

 

二、順服式的目標設定策略 

（一）競爭型計畫為主要資源之一 

雖然大學仍重視既有校務發展的主要軸線、特色與方向，但會將獲得競爭型計

畫經費補助設為階段性的先位考量，在這樣的前提之下，未契合當期計畫的發展標

的就可能因為資源或時間有限等因素，而有遲滯或取消等現象，亦可能會導致校本

特色發展的進程不如預期，或是分散了校務發展計畫的執行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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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規劃下來的計畫，當然一方便是呼應了教育部他的一些要求，他要

你注重哪些面向，一方面呼應他們，一方便我們檢視自己的缺點。

（052118-B3-PU-L-C-OD-EX12） 

 

 

 那你說如何取捨呢？那當然是你對學校經營上、對學生學習上最大的好

處，我們學校可以因此得到比較好的 reputation，我們學校可以因此得到

教育部比較高的評價，我們的考量是教育部的評價，我們要符合教育部

的取向，除了這個之外，我們要走自己的特色。（051418-B2-PR-L-C-

OD-EX11） 

 

 

 我們每個階段提的主軸計畫，我們計畫的概念都不同，就像說有一年是

要學用合一，那有一個是希望提昇教學課程的發展，所以每次的名稱會

不同，但是整個學校裡面大概會有一半的計畫是固定會留的。……因為

為了要拿到教卓的費用，我們通常都會搭配教育部的方向去做。

（041818-B2-PR-L-C-OD-EX32） 

 

 

 可是當我在大學端，去執行這個計畫的時候，整個學校裡面呢，變成說

大家都在想說我們要提出一個什麼樣的一個計畫，才能夠獲得教育部的

青睞，他才能夠給我們經費，那這樣得出發點的時候，每個大學就會開

始想辦法去參考其他大學的作法，看看其他大學做了什麼，我們也要

做，然後想盡辦法打聽教育部他們現在比較希望的發展趨勢是什麼。

（041818-B2-PR-L-C-OD-EX32） 

 

 

 臺灣的頂大經費和教學卓越經費，很自然的被歸類成 5類。第 1類就是

頂大的那 11所學校、第 2類就是拿到頂大經費的國立大學、第 3類就是

拿到教學卓越的私立大學、第 4 類就是拿不到教學卓越的國立大學，最

後就是拿不到教學卓越的私立大學。你想想看，109 這波少子化，真正

會受到衝擊的學校你可以去盤點一下，是不是幾乎都是沒有教學卓越的

私立大學？所以你真的可以看，教學卓越真的是說學校去寫這個是為了

面子？還是為了裡子？我覺得面子的重要性應該會高過裡子。（052118-

B1-PR-M-C-NE-EX11） 

 

 

 我覺得比較像面子啦，因為我們學校，也就是私立學校大多會面臨到招

生的問題，那尤其現在少子化，那我們通常會拿出來做廣告，說我們是

在那一類的學校，拿到的金額是前幾名，大概是這樣子。（100318-B1-

PR-M-C-NE-EX13） 

 

 

採取順服式目標設定策略的學校相對重視政策制定者的期望與要求，其反映的

潛在價值為如果能過獲得教育部的青睞及經費挹注，便能換取更高的社會聲望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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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資源，進而有助於未來學校的招生與運營。舉例來說，就訪談文稿 052118-B1-

PR-M-C-NE-EX11 與 100318-B1-PR-M-C-NE-EX13 中，便可以發現競爭型計畫的獲

得與招生宣傳的連結。 

 

（二）競爭型計畫與校務計畫平衡的取得不易 

大學相對重視當期競爭型計畫的核心發展方向，但卻不一定能夠獲得相關利害

關係人或群體的認同。因此既有校務發展計畫與教卓特色計畫間的融合需要花費相

當多的時間才能取得平衡，抑或是長期都無法獲得一個穩定的平衡狀態。 

 

 學校有整體上的特色（係根據教卓計畫目標所制定的特色項目），可是
整體特色是不是能夠轉換到每個老師、或者每個系的主要課程的轉變，

基本上，我認為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那過程我覺得我們並沒有順利的

在教卓的 10年左右就把他完成，但是到目前，我認為漸漸的看到那個雛

型了。（050918-B2-PU-M-C-NE-EX11） 

 

 

三、大學皆具有持續改變思維與精進作法 

無論採取何種目標設計策略的大學都具有持續改變的思維與精進作法，具體呈

現在計畫內的新創內容或改進項目。此外，這些創新作為與延續型或已制度化項目

之間的比例配置則可能因為學校體質（例如：052218-B3-PR-L-C-OD-EX11）、領

導思維（例如：052218-B3-PR-L-C-OD-EX11）和校務經營目標（例如：110518-

B3-PR-L-C-OD-EX12）等因素而有所變化，當然也可能因為時間推移而產生比例

上的改變。 

 

 可是如果計劃書每次都維持，盡量做我們能做的事情的話，那這個學校

的校務經營會停滯，所以你每次可能要配比某一塊不小的比例，是要往

前的、沒有做過得，這樣學校的整個校務才會一直往前走。（052218-

B3-PR-L-C-OD-EX11） 

 

 

 我們每年其實都有一些大的框架，變化不大，……有了之後，像這些每

年都在做，所以這個不會變，沒有什麼變。可是可能形式上、內容上有

一點改善啦，不過主軸仍然，像這個就是延續性的工作，他不會停止，

所以這些每年的變化都有一點點，形式上我剛講，他補助的量啦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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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活動的方式，或者是給錢的方式，稍微都有一點小的改善，有些人

抱怨說這樣對他不好，所以總是會改一下，不過大體上、架構上面，這

些元素都有。這些就是不管那一年都在做，因為他本來就是持續性的改

善嘛。（052118-B3-PU-L-C-OD-EX11） 

 

 新創的部份就也有一些項目，大概佔了 30%到 40%應當是新創的部份，

所以當然我們原來的既有基礎對我們當然有幫助，雖然那個只佔了大概

60%到 70%，那個是舊的，但是舊的我們也不是說和去年一模一樣，不

是，我們是舊的延續的主軸是舊的，不過我們每年都有新的一些機制，

或者新的一些改善措施，與時俱進嘛。（ 052118-B3-PU-L-C-OD-

EX11） 

 

 

 一個大學沒有研究，其實這個大學的成長力道是不夠的，那不能因為說

私立大學投資老師做純學術型的研究的資源比較少，老師就放棄做研

究，這不行的，這個會讓你退步。所以我希望有這樣子的特色軸心出

來，那我不知道會不會成功。（052218-B3-PR-L-C-OD-EX11） 

 

 

 因為這個學習模式是這樣，你知道我們所有的學習是一開始是不改還

好，一改反而是更糟，可是到了一個階段以後，開始改革了以後，效果

就會出來，所以我們要忍受中間的失敗、不如意，和這些挫折，所以開

這些創一計畫（改變計畫名稱）跟創二計畫，都是希望就是讓他歸零，
全部再重新創意發想，再慢慢再重新出來，到最後希望能夠設計好的方

案。（052618-B3-PR-L-C-OD-EX11） 

 

 

 我們就真的是把自己的問題挑出來，然後我們去，然後以我們的體質，

我們去下策略，可是也就是說，我們先自揭其短，沒有學校敢在競爭型

計畫裡面先做這種事情。（052218-B3-PR-L-C-OD-EX11） 

 

 

 我們的計劃書那麼被稱讚，包括我們的私校獎補助款也是有類似的稱讚

的評語，那這樣我計劃書看起來是寫的不錯，可是我的，我們拿到的錢

為什麼沒有接近我想要的上限？我就會想說為什麼會這樣？是哪裡出現

落差？其實我們就會去檢討。（052218-B3-PR-L-C-OD-EX11） 

 

 

 我覺得我們大的方向把握住，然後往正確的方向走，那有一些細節真的

不容易，所以有一些該停的，我們也把他停掉，所以我們後來就比較少

做，像是我們剛才講的，像是放煙火式的，我們希望真的能夠扎根，去

改善學校的體質。（110518-B3-PR-L-C-OD-EX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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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已經制度面的東西要持續的支援、挹注，我們有把這些東西寫進

去。另外，就是我們做了一點點轉向，就是我們中心有 2 個部份，一個

是教師的教學發展，那這個部份在教卓的部份已經完成了，那接下來我

們還有一個角色是學生的學習支持，那這個部份是教卓在制度面上面做

的比較少的，那包括幾種，例如說學生的自主學習，或者學生的一些學

程，跨領域的學習，這 2 個議題在我們學校過往的執行上比較沒有很好

的策略推動。（051618-B3-PU-S-P-OD-EX11） 

 

 

關於精進作法的部份，各大學也會藉由評價歷程、結果與影響，並根據因果邏

輯和績效成果的相互印證，提供後續學校爭取或執行競爭型計畫的具體策略，例如

計畫實施成果的策略反思、計畫內容與經費額度間的關聯分析、成效不彰項目的弱

點查核、不同計畫間關聯性與彙整性的可能途徑、成效自評與差異化分析比較等。

總而言之，選擇不同目標設定策略的大學對於競爭型計畫的認知，以及競爭型計畫

目標在校務發展規劃上的優先順位或選擇邏輯並不相同，例如對於該經費補助的想

法、融合校務發展項目的邏輯，或是特色計畫與校務經營面向的整合與平衡等，下

表 4-1-2 亦呈現了兩種目標設定策略間的異同比較。以校務發展計畫目標和競爭型

計畫目標間的融合形式為例觀之，校本式目標設定策略主要在於兩者間尋求交集，

並取得階段性的最大可能性平衡（見圖 4-1-1），其校務發展計畫目標與競爭型計

畫目標的交集可能在不同階段或實施期程而有所變動（可能增加或減少）；而順服

式的目標設定策略則主要在於分配兩者間的比例與執行優先順序（見圖 4-1-2），

大學可能因為對於競爭型計畫的迫切需求程度、計畫目標的選擇先後、資源時間的

排擠效應等因素，擴大或縮小了競爭型計畫目標對於校務發展計畫的影響程度。 

 

表 4-1-2   

目標設定策略比較表 

教卓計畫 校本式目標設定策略 順服式目標設定策略 

經費資源角色比重 次要 主要 

計畫目標先位原則 否 是 

目標間的平衡關係 高 低 

核心小組影響程度 低 高 

共同特徵 
1、 具有持續改變思維 

2、 提出後續精進作法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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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校務發展計畫目標與競爭型計畫目標融合形式（校本式目標設定策略） 

 

 

 

圖 4-1-2.  校務發展計畫目標與競爭型計畫目標融合形式（順服式目標設定策略） 

 

參、計畫建構策略 

大學爭取競爭型計畫的計畫建構模式主要受到校內計畫核心小組運作的影響，

而形成（一）單向傳遞式的計畫建構策略，以及（二）雙向匯流式的計畫建構策略

兩種主要類型。隨著計畫執行期程的延伸或是學校執行計畫的經驗積累等因素影響

下，原本採用單向傳遞式的大學會漸進地改以雙向匯流式策略。此外，雙向匯流式

的計畫建構策略中由上至下或由下至上的意見溝通與共識凝聚方式，亦會因為學校

傳統、運營體質、領導方式與成員組成等不同因素，而產生階段性的組合比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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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向傳遞式的計畫建構模式 

單向傳遞式的計畫建構模式中，主要以計畫核心小組的成員決策為主，呈現指

令傳達及任務交辦的計畫執行樣貌。而隨著計畫期程、執行成果或實施經驗積累後，

會逐漸在特定項目或擴增層面上改以採行雙向匯流式的計畫建構模式，若計畫申請

結果或校內執行情形順利，則可能會逐步擴大雙向匯流式的應用比例。 

 

 那大致上那個時候的計畫形成的過程，會是比較由上而下的啦，說實在

是這個樣子，因為我們希望說可以把整個學校的特色集中在這幾個點上

面，所以大致上都是由行政單位來去做規劃，尤其是教務、教學的部份

為主，因為他畢竟是教學卓越計畫嘛，所以就是由教務處這邊來主導。

（052318-B1-PR-M-C-NE-EX12） 

 

 

 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的目的是經由教學方法的改進，發展校院系所特

色，增加學生學習成效、教師教學方法及增能、增長學生就業能力及國

際觀及實踐能力。理應由學術執行單位為主導，本校則是行政單位設

定，分配至各學術單位執行，增加教師授課負擔，降低教師執行意願。

（052418-B3-PU-L-C-NE-EX12） 

 

 

 這個是 Top-Down 的計畫，這個基本上我們以 Top-Down 為主，當時我

們做完以後，各系進來看完整個架構後再寫下面的計畫。我們就有一個

model，這個都是從私一（大學）那邊學來的，就是他們在輔導我們的
時候就是這樣，所以事實上，我們計畫上還算蠻完整的。（052618-B1-

PU-S-P-OD-EX11） 

 

 

 事實上，對我們而言都一樣啊，反正我們做的，你看喔，我們做的東西

跟私一（大學）幾乎一模一樣，因為我們 follow他們的 model啦，那我

們突顯我們的專業，他們擁有，你看他可以在，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他

可以在臺灣拿到那麼多的，而且他又是資源中心，而且他又每一年拿了

這麼多的計畫，啊我們都跟他們一樣耶，什麼求職你我他（改變計畫名
稱），什麼東西，我們就 follow他。（052618-B1-PU-S-P-OD-EX11） 

 

 

 因為我們有輔導的中心學校，就是私一（大學），他們在綜合大學所作
的東西，因為他們已經做得很成熟了，所以我們就引進來，……那裡面

再去發展一些小的計畫。（052618-B1-PU-S-P-OD-EX11） 

 

 

 其實每一個時期都不太一樣，那早期其實 top-down 的，一剛開始的時

候，像我剛才說的，因為個別老師們參與的意願比較低，所以早期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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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的比例比較高，就是早期公二（大學）第一次拿到教學卓越的錢的
時候，就是早期前面那幾年，其實原則上 top-down 的比例比較高，

bottom-up比較少，也不是全然 top-down啦。可是到大概，我後來 2年前

再重新接任的時候，原則上這個現有的計畫裡面，大概有一半一半，就

是一半是學校的 top-down去規劃的，那有一部分，大概另外一部份就是

bottom-up 的，那 bottom-up 絕大部分都是以學院去整合，所以你說

bottom-up 也不是全然的 bottom-up，因為可能系所到院的這個層級，我

們通常是以一個學院為一個單位，而不是一個系所，因為我們有九十
（改變系所數量）幾個系所，他不可能提九十幾個計畫，不可能，所以
我們的作法是以學院為單位。（052118-B3-PU-L-C-OD-EX11） 

 

 因為不同的時間點會有不同的作法，那早期，我也不認為那個樣子做是

錯的啦，就是那個時候我們沒有，那一直希望能夠爭取到，所以用比

較，算是比較由上而下的方式，集中火力去形塑一些特色，然後去爭取

這個計畫，或許在那個時間點是適當的，那後來因為大家有經驗了，推

動下來也有一段時間了，那接下來就是雙向的一個計畫形成的模式，我

想不同的時空背景下是適合的。（052318-B1-PR-M-C-NE-EX12） 

 

 

 我們學校跟其他學校比較不一樣的是，我們會先，像以前教卓是教發中

心，然後教發中心他會先去規劃，然後一樣，可能就是找他覺得可能有

關的單位主管，可能是學院院長或是教務長等人先來討論，所以只限於

跟計畫內容有關的一級主管，我大概所知道的是這樣。那老師要參與，

可能要到計畫已經要實施的時候了，那當然要老師的貢獻進來參與，因

為我們學校這樣子的規劃計畫已經很久了，所以包括委員也一直有這個

印象，所以我們這次去 presentation 的時候，委員就有說，我們這是 top 

down的計畫，我說不是耶，我說基本上在這個過程，真的很難做到所謂

是 bottom up 或者是 top down，因為你主導單位一定要有一個綱要出來

啊，去引導大家發想。（052218-B3-PR-L-C-OD-EX11） 

 

 

 公五（大學）要做什麼啊，那主要應該是各院院長開會，然後需要做什
麼，然後再由教務長跟校長來做一個統合和決定，都是有經過開會的

啦，不可能說上面的人交辦下來。那當然是上面的人交辦說有一個很重

要的東西，那都是各處室、各院、各系所需要什麼，然後大家開會整合

出來，然後靜下心來協調，然後要做哪些加強和特色的東西。（051318-

B1-PU-L-C-OD-EX11） 

 

 

具體來說，單一的由上而下模式雖然在架構學校計畫上較為便捷迅速，卻可能

導致組織成員的配搭情形不佳或整體計畫過於零散，而發散了計畫執行能量。此外，

藉由標竿對象的模仿與學習，也是某些大學架構計畫的方式之一，因為已然具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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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的計畫架構，執行內容或項目的配置上就容易以向下分配的形式為主，或是行

政主責單位研擬，教學與研究單位被動協同配合。 

 

二、雙向匯流式的計畫建構模式 

雙向匯流式的計畫建構模式相較於單向傳遞式的計畫建構模式，確實較有利於

不同大學因應學校規模、類別、現況、成員共識等內部脈絡因素，以匯集計畫規劃

與執行建議。當持續獲得補助的期程越長，模式內容會由偏向由上而下的匯流形式，

轉而偏向由下而上的匯流類型，當然亦可能因為執行期程長短（例如：052118-B3-

PU-L-C-OD-EX11）、計畫核心小組領導邏輯變動（例如：051218-B3-PR-L-C-OD-

EX11）或內部組織配搭情形（例如：110518-B3-PR-L-C-OD-EX12）等因素，而有

不同比例的匯流形式組成。 

 

 剛開始他因為只是第一年，每一個人都沒有經驗，所以這種都是混合

提，bottom-up 或是 top-down 都有，其實都是混合提啦，到現在為止，

我們也都是混合提，就是有一些部份是學校不管怎麼樣，就是會執行的

事情，那這個是 top-down。那有一些部份就是開放，就是鼓勵有些老師

如果他有創意，比如說對課程的創意，或者說什麼其他的，這些就是

bottom-up，其實兩個面向都有，只是每一年的比例他不是固定的，其實

都有。（052118-B3-PU-L-C-OD-EX11） 

 

 

 當然長的過程仍然是我們會去對研發，就是說不能跟校務計畫背離，不

能跟學校 DNA 背離，不能跟部裡面背離，就在這個前提之下，你現在

看到的這兩個辦公室的人，就會把教卓給他生出來，但是這兩個辦公室

的人，他們其實，他代表的是各院的意思，因為這裡面的每一個人都負

責一個院，所以其實是我們的一個同仁來當作學院的窗口。（051218-

B3-PR-L-C-OD-EX11） 

 

 

 因為私一（大學）他有校務發展的討論會，然後每個學期也都有主管會
議，所以其實他同時包含了由上而下，跟由下而上。……我們會有一批

主要的撰寫團隊，那時候是我們現在的校長，他那個時候是教務長，然

後有我，還有那時候叫做發展組的職員，然後我們開始慢慢去串起
來，……各單位的材料上來之後，我們會組織架構，那是由下而上，那

我們調整好計畫架構後，然後再去跟各單位談，那時候又變成由上而

下，然後各單位在這樣的架構裡面去寫他們要做的東西，收回來素材之

後，我們核心撰寫團隊就去做一些整理，讓他文字等內容都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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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方向，有沒有闕漏的，所以他其實就是由上而下跟由下而上。

（110518-B3-PR-L-C-OD-EX12） 

 依照我們的現況，就是由上到下的寫，那一個就是由下到上，那不管是

由上到下，或者由下到上，這兩個方法都是要橫向連結，但是他有優缺

點，你由上到下，下面的不一定會動，你剛才說的就是這樣。所以你

說，我們要發展保齡球，下面就拼命玩乒乓球，所以這個是很困難的事

情。（052218-B3-PU-L-C-NE-EX11） 

 

 

總而言之，採行不同計畫建構作為的大學主要還是受到計畫核心小組的運作影

響，並進而對學校成員的共識形成、成員角色的配搭或是計畫影響範圍造成改變。

以學校成員的共識形成為例，因不同成員的意見無法藉由充分的管道進行匯集，而

被動接受指令的情形也會進一步擴大成員間對於教卓計畫的想像落差。下表 4-1-3

呈現了兩種計畫建構策略間的異同比較，而圖 4-1-3與 4-1-4則呈現了兩種建構策略

間校內運作機制的樣態。從圖 4-1-3 中可以發現，雙向匯流式的計畫建構策略中，

學校核心小組的組成較為全面且多元，與不同協同單位間都存在雙向和暢通的溝通

管道。此外，不同單位間亦存在彼此訊息交換與交流合作的機制；而圖 4-1-4 的呈

現中，可以了解單向傳遞式的計畫建構策略中，計畫核心小組規模較小，且主導了

絕大部分的計畫執行機制，與不同協同單位間可能僅存在少數的雙向溝通管道，大

致還是維持單向的命令傳達形式。此外，不同協同單位間亦較少存在交流、溝通或

互助的機制。 

 

表 4-1-3   

計畫建構策略比較表 

教卓計畫 單向傳遞式計畫建構策略 雙向匯流式計畫建構策略 

核心小組 主導程度較高 主導程度稍低 

成員共識 低 高 

成員角色 被動配合 主動回饋 

變化形式 朝雙向匯流式改變 雙向匯流比例浮動變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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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雙向匯流式計畫建構模式 

 

 

圖 4-1-4.  單向傳遞式計畫建構模式 

 

肆、小結 

根據研究參與者所提供資料彙整，具體而言，目標擬定作為可分成（一）校本

式的目標設定策略，以及（二）順服式的目標設定策略兩種主要類型，而隨著計畫

執行期程的延伸或是計畫經費獲取的有無等因素影響下，大學目標設定策略亦有可

能產生從校本式轉為順服式的變動，反之亦然。其可能原因在於原採用校本式目標

設定的大學，如果能持續獲得經費補助或實施成效良好的情況下，會持續精進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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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模式，但假如成效不彰或獲得經費補助與預期產生差距時，計畫核心小組就可

能會暫時採取順服式的目標設定策略，以獲得經費資源補助。易言之，兩種目標設

定策略間是可能隨著計畫期程、實施脈絡或目標導向等因素而產生變化與移動。 

此外，就計畫建構策略而言，單向傳遞式的計畫建構策略主要受到順服式的目

標設定策略影響，而雙向匯流式的建構策略則主要受到校本式目標設定策略的作用。

使用單向傳遞式計畫建構策略的學校隨著計畫期程、執行成果或實施經驗積累後，

會逐漸在特定項目或擴增層面上改以採行雙向匯流式的計畫建構模式，若計畫申請

結果或校內執行情形順利，則可能會逐步擴大雙向匯流式的應用比例。 

第二節  高等教育機構執行教卓計畫之外部挑戰與因應作法 

 

— 很多時候，政府的這些經費看起來好像是蘿蔔，但他其實是一根棍子啊。

（111018-B2-PU-M-C-NE-EX21） — 

 

本節主要探討大學執行教卓計畫所面臨的外部挑戰與因應方法，例如計畫與實

施期程的配合、補助資源的規模、經費補助機制的便捷等內容。換句話說，政府提

出競爭型計畫之目的不僅在於提升高等教育的投入資源，也預期獲獎大學能夠採取

預期性的行動來達成特定的政策目標。只是，如同多位受訪者提及的現況，政府提

出競爭型計畫時，表面上看起來是積極輔助大學發展的「蘿蔔」，但實際上賦予的

責任、要求或限制等架構，許多時候看起來更像是「棍子」。當政府蘿蔔與棍子並

用，以期收穫最大可能性的最佳效果時，大學便可能因為不同面向的挑戰與困難，

採取截然不同的因應作為，並進而影響政策目標的最終成效。 

另，政策工具評估中的文獻分析內，歸納出影響政策工具實踐的外生性因素，

包含（一）外部脈絡、（二）資訊、（三）資源、（四）目標導向，以及（五）外

部要求等 5 部份。然就本研究資料觀之，外部脈絡與資訊部份大多僅能提出對於現

況的觀察，故將其整合為外部挑戰的脈絡的分析。而多數大學對於資源、目標導向

與外部要求等 3 部份則能提出對應外部挑戰的因應作為。據此，以下先就整體外在

脈絡與資訊部份進行概略性的說明，接續則針對 3 組對應的項目進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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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外部挑戰的脈絡 

一、政治場域的不穩定性 

就整體外部脈絡而言，近年來臺灣高等教育場域還是呈現一個較不穩定的狀態，

在國家主要教育機關首長頻頻走馬換將的狀態下，教育政策其實很難維持一個長期

性與穩定性的運作機制。國家整體教育政策如是，階段性的競爭型計畫規劃與推動

亦是如此。  

 

 部長換的這麼頻繁，就是每個部長上來就會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和作法，

就會變得政策好像很難細水長流的去推動他。（111018-B2-PU-M-C-NE-

EX21） 

 

 

 其實說實在的，政府的政策變來變去，他會變來變去，那如果你要跟著

政府的政策走，那你沒完沒了。（112218-B3-PR-L-C-OD-EX21） 

 

 

 因為教育部會換人，那部裡面換了人，他的想法又不一樣，又走回原來

的，也就是當時的整個社會氛圍一直說你們大學學非所用，教出來的學

生都不好用，所以整個氛圍逼的教育部好像不得不做這樣的事情。

（052618-B3-PU-S-P-OD-EX31） 

 

 

 國家的政策其實也會改來改去的，一下子鼓勵這個，一下子又鼓勵那

個，那變成是說，比如說 5年 5百億，他其實在學校的用人方面，他會

充滿著不確定性，那這個對於一個學校的發展來講，都不是一個很好的

方式啦。（112218-B3-PR-L-C-OD-EX21） 

 

 

 比較困擾的一點在於他考核的指標，因為考核的指標，他在第一期的時

候其實不分你是什麼樣類型的大學，然後就是所有大學都適用，那當初

我有跟部裡反應，那部裡因為主政的人的想法，就是考評需要一致性，

就是看大學執行的成果怎麼樣，後來到第二期的時候，因為還是有一些

學校覺得考評的指標填的那些資料實在是太繁複、太繁雜，有時候真的

會教學變成焦慮，所以那個時候我反應給部裡，那部裡後來第二期的時

候，主政的人也都不一樣了，那時後有一個聲音他們有聽到了，然後他

們就變成是說，讓各校去發展特色。（052618-B3-PU-S-P-OD-EX31） 

 

 

教育主管機關執行競爭型計畫同時，亦可能因應不同主政者偏好、政策需求或

其他原因，會逐漸擴增既有計畫的執行項目，或在原有計畫外研擬不同的政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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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既有計畫不斷膨脹，或是在同一時段內出現計畫林立的現象，都可能造成大學申

請與執行計畫的壓力。 

 

 你們口口聲聲講說計畫內什麼都有，現在又一堆又是分出來好多那種新

的計畫，我們只能說，私立學校是很弱勢的啦，我們能夠說什麼嗎？你

們政策決定怎麼樣，我們只能照做啊，我們只能盡力、努力來爭取啊，

只要符合標準的我們都很願意申請，就是這樣子。（051418-B2-PR-L-C-

OD-EX11） 

 

 

二、資訊傳遞的不確定性 

當競爭型計畫規劃不夠周延或資訊不確定性太高時，除了本身體質較好、沒有

招生壓力，或是完全不申請競爭型計畫的大學之外，各項變更與修正對於預計申請

或正在執行計畫的大學來說都是一種困擾，這些相應的負擔可能來自於配合指標修

正後的調整作法、學校整合機制的變動、學校法規制度的配搭等項目。易言之，政

府對於競爭型計畫提出的說明和大學理解的內容在某些部份上會呈現落差，而導致

計畫不易執行。 

 

 這個教育部現在這個政策的施行，你會覺得很疑惑說，他們的政策你有

沒有覺得根本一點都不週延？我在這裡告訴你幾個例子，今天來這個公

文，明天來那個公文，小的項目都這個沒規範到、那個沒規範到。如果

你們今天是很周延的規範，根本不會是這樣，我認為教育部是非常糟糕

的，我認為你要提出一個國家那麼重要的一個政策，你應該很週延，可

是他們是且戰且走。（051418-B2-PR-L-C-OD-EX11） 

 

 

 如果你考慮得很完整，你是不是所有的 KPI指標都要出來，現在 KPI還

沒有收到啊，還有你是不是要我們再交一份修改後的計劃書，因為我給

你只是你需要評選和打成績，但因為你 KPI 沒出來，所以不敢叫我們去

交修正計劃書嘛。（051418-B2-PR-L-C-OD-EX11） 

 

 

 教育部一開始說明會的時候，其實有幾項指標教育部是有列出來的，他

只是後來把數字全部都刪掉了，比方說，像一開始的時候，程式設計中

學程式設計的學生比例要超過 50%，那後來他把 50%拿掉，變成說學生

修程式設計的比例學校要想辦法提高這樣子，那比例多少可能學校自

訂，那以我們來講，我們還是會以一開始教育部提的那個 50%當成我們

的一個指標，那或者是老師透過教學實踐研究升等的一個人數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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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教育部就是列出了 15%嘛，那後來他把 15%拿掉，但是這部份我們

仍然是記在腦海裡面，這些其實都會有一些影響。（052318-B1-PR-M-

C-NE-EX12） 

 

三、整體高教資源的短絀 

我國高等教育經費占 GDP 比率從 2013 年的 1.59%（2014 年為 1.51%、2015 年

為 1.46%），一路下滑到 2016 年的 1.43%，逐漸拉大與 OECD 國家的平均（1.55%）

（教育統計指標之國際比較，2018）。這樣的數據顯示，即使「教育經費編列與管

理法」予以各級政府明確的教育經費預算增長比例，並於 2016 年度的修法提高至

23%，但從 2013 年度以後，依舊能看出我國近年整體教育經費短絀的現況。 

 

 其實很多時候是因為政府經費不夠啦，所以說實在的，這個有時候巧婦

難為無米之炊，那你改來改去，其實很大的癥結還是在於政府的資源本

身是有限的，那會造成說，大家在這個很少的經費之下，大家學校會互

相競爭，會產生這些問題。然後，其實政府的承諾其實也不可靠，我講

白一點，就是這個樣子。（112218-B3-PR-L-C-OD-EX21） 

 

 

 總而言之，是我們的大餅要做大啦，你知道那個教育經費，我們全臺灣

才 2,300億，大陸一所清華大學就用了快 1,000億，他們 2所大學，清華

大學跟北京大學就用了 2,300 億，全臺灣的高教經費，大陸 2 所大學就

給你全部用掉了。（051418-B2-PR-L-C-OD-EX11） 

 

 

 這個是整個高教體系學校的問題，就是大部份的經費越來越少嘛，學系

你沒有額外再增加一些錢，他的錢的的確確不太夠，連基本的維持都非

常吃力，所以他當然也希望從這邊拿到一些錢。（052118-B3-PU-L-C-

OD-EX11） 

 

 

四、大學收入來源的侷限 

從我國《教育統計指標之國際比較》2018年版本中可以發現我國歷年來的學雜

費變動幅度並不明顯，即便《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明定有漲幅 2.5%的

上限，但學雜費的調整議題卻在現實狀態下不易處理。當學校經營成本受到消費者

物價指數年增率、受雇員工薪資年增率、每戶可支配所得年增率、法規修訂後增加

的額外成本（例如大學兼任助理納保等議題）、少子化趨勢等變動影響，大學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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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找到等量的補充財源來對應缺口。以少子化趨勢為例，對於某些私立大學的衝

擊會較一般公立大學來的嚴重，因此競爭型計畫就可能成為這類大學積極爭取，並

用以補足運營缺口的策略之一。 

 

 那當然因為學費沒有調，所以相對的每年的經費都會再少一些，因為人

事成本會增加，老師的年資上升後，人事成本就會持續增加，所以這部

份的經費就會變少，大概是這樣子，沒辦法。（112218-B3-PR-L-C-OD-

EX21） 

 

 

 學費已經變成政治的問題，而不是教育的問題啊。那你就算現在教育部

把競爭型的跟基本款的補助分開，但是他的學費沒有打破公、私立學校

的界線，其實對於有一些國立大學而言，他不需要去做這個事情你知道

嗎？因為他不做，他的招生也還 ok，因為他的學費就是便宜嘛，基本的

起跑點已經不一樣了。然後我們在開玩笑，如果你拿了教育部的經費或

是教學卓越計畫的經費，他很難用啊！拿不到傷心，拿到傷身。你就多

了很多業務嘛，那國立大學就會覺得，我幹麻？我就弄我自己的研究就

好了啊。（110518-B3-PR-L-C-OD-EX12） 

 

 

 當然要先解決他們例行經費不夠，因為現在學費不能漲，然後住宿不能

漲，什麼都不能漲，但是我們的教學成本都在增加當中。（052118-B3-

PU-L-C-OD-EX12） 

 

 

 我們整個大的政治架構下，政府他又不願意讓學校能夠比較自主決定一

些事情，比如說像是學費收入這些等等，那你要限制，像是以私立大學

來講的話，你要限制私立大學他不能夠調漲學費，那你只能用補助的手

段，那對於私立大學來講，我又不能調整學費，那我只能拿你的補助，

我就只能依照你的規劃來做，現在變成是，像是惡性循環啦。（112218-

B3-PR-L-C-OD-EX21） 

 

 

當主要財源收入受影響而凍漲，而其他補充財源管道又受到限制時，輔以近年

急遽加深的少子化現象，對於某些私立大學的經營來說，確實受到更為嚴峻的挑戰。 

 

 五個最重要的經費來源，幾乎全部都被政府卡死了，你說我們的大學要

怎麼走出去？所以整個我們就缺乏一個整體的政府高教藍圖，去把臺灣

的大學，要怎麼去走，去擘畫出來，當這個沒有擘畫出來的時候，就會

出現像現在這個狀況，當林從一得勢的時候，當某某人得勢的時候，就

會搞很多競爭型計畫出來，各大學能不搶嗎？我不能不搶，因為五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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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來源全部被卡死，所以你說臺灣的大學有救嗎？我跟你保證，基本上

是沒救的，所以你問我怎麼辦？我也不知道怎麼辦。（052118-B1-PR-

M-C-NE-EX11） 

 

 我不知道其他學校怎麼樣，我們學校應該 5 年內受到少子化的衝擊應該

會非常、非常嚴重，然後在學費不漲的時代，又少子化，其實學費是我

們很重要的一個收入，那當這個重要的收入，你可以預期他少多少的時

候，那這種競爭型的計畫對我們來說又更重要了，國立大學不會在乎。

（052218-B3-PR-L-C-OD-EX11） 

 

 

 他不會在乎他學生少，因為學生還是會去念那裡，因為國立大學的學費

就是便宜，所以他甚至也不會覺得少子化對他們有什麼衝擊，但是對私

立大學來說，這個就是很大的一個衝擊，因為學費基本上，我想任何私

立學校都一樣，學費是經費來源很大的一塊（052218-B3-PR-L-C-OD-

EX11） 

 

 

 教育部難道不知道捐錢給私立大學是沒有免稅的嗎？捐錢給國立大學是

100%免稅，光這一點就很不公平了，那誰要捐錢給私立大學？

（052218-B3-PR-L-C-OD-EX11） 

 

 

貳、外部挑戰的內容 

一、資源充足度不足 

（一）經費核撥與分配的落差 

以教育部公告之教卓經費分配情形來看，還是維持著申請與結果間的經費落差

以及強者恆強的現象。當政府公告獲獎學校的補助金額時，不難發現申請金額與實

際核撥金額出現顯著差距，這使得學校在後續執行上面臨挑戰。 

 

 現在困難就是說，我們當時提了將近 5 億（調整原申請金額數目，維持
同樣核予比例），現在只有 1.25 億的情況之下，你怎麼去執行這個計
劃，現在是比較傷腦筋的事情。（052118-B3-PU-L-C-OD-EX12） 

 

 

又以 2005至 2017年獲得教學卓越計畫的學校來看，其中獲得 11次以上補助的

學校共 13 所，約占全國大專校院數的 18%，其補助經費總額約 103 億元，占總經

費之 52%。而獲得最高補助的學校更獨家獲得 12億元，占總經費近 6%。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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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資源過度集中或大學預期經費與實際經費間呈現落差時，確實會對學校執行教卓

計畫產生影響。 

 

（二）延續補助機制的缺乏 

依照前後其教卓計畫的持續補助期程來看，教育部確實逐漸放寬補助期程的規

範，但相較於現行高教深耕計畫一次核予 5 年的補助形式來說，教卓計畫確實帶給

大學更大的績效責任壓力及執行歷程的不確定性。即便計畫目標期許大學能夠逐步

建立永續經營機制，但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狀態下，某些計畫或制度的延續就會

產生困難。 

 

 因為他們有一些教學活動是要有進階的，然後有區域性的，所以如果

說，我拿到了就可以執行 4年或 5年，那對整個學校在課程上的設計，

或是對整個進階性的規劃是有幫助的，如果今年有，明年不曉得有沒

有，那種不確定感，會讓合作單位，或者有時候要請國外的講座老師，

那個不確定性太大，有時候在執行上面真的就會碰到一些問題。

（052618-B3-PU-S-P-OD-EX31） 

 

 

 我的想法是，他今年給我的少，但是拜託明年要繼續給，也就是說他要

持續，你不能說我今年給你，然後明年不給了，就覺得說你做出來了，

然後我不給了，那這樣的話，我東西也就不能持續下去。（041818-B2-

PU-M-C-NE-EX31） 

 

 

 還有一個更現實的是說，如果沒有計畫了或者錢減縮了，那等於說很多

東西就沒有再延續了。（051318-B1-PU-L-C-OD-EX11） 

 

 

 無中心增加財源，導致計畫結束後，相關規劃便停止，無法永續進行創

新，以致教學卓越計畫質性效果不理想。（052418-B3-PU-L-C-NE-

EX12） 

 

 

 假如沒有教學卓越計畫，我們不一定會做的出來，因為那不是我們會去

做的一項，其實在教育部 push的這些政策裡面，對我們來講，是有意義

的，但是其實我覺得最困難的部份是未來的 maintain 的這個部份，你現

在在做，那未來沒錢你要做嗎？教育部都說沒有錢還是要做，要做也是

很難啊。（052218-B3-PU-L-C-NE-EX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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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的經驗是，在計畫執行的當中，他是有幫助的，因為有計畫資金，

所以可以做一些創新的事情，但是，遇到一個問題就是，假如這個計畫

沒有了的話，那當初用了這些錢，可能開了一些課程，或支援一些研究

中心等等的，可能就沒辦法繼續運作下去，所以我覺得說，這短期可能

是有幫助的，長期是，假如學校的體制，或他設計的機制，沒有很永續

的話，他是 run不下去的。（100318-B1-PR-M-C-NE-EX13） 

 

 

 我認為在整個過程上，因為教卓計畫斷斷續續的，所以沒有辦法在教學

與課程上做很好的一個整合。（050918-B2-PU-M-C-NE-EX11） 

 

 

對於有心辦學的大學來說，長期性及穩定性的經費補助原則，就校務經營或目

標達成等進程來說有其重要性，當經費補助缺乏持續性時，某些尚未制度化的項目

都可能在資源排擠的選擇下被暫時擱置或終結。 

 

 以長久的校務發展經營來看，其實是私校獎補助款的使用的規則是比較

合理的，是比較有利於一個學校真的是在辦學上，他想要做一個長期的

5 年計劃，甚至是 8 年、10 年計畫，私校獎補助款那一套的經費使用原

則，是比較利於長期、有長遠目標、穩定的發展。（052218-B3-PR-L-C-

OD-EX11） 

 

 

二、目標設定的合宜程度 

教卓計畫具有強烈的政策引導性質，其引導性的強度會依據學校對外部資源的

需求度以及與既有校務計畫適配度而對學校產生程度不一的壓力與執行難度。回顧

教卓計畫三個階段的主要執行目標，從第一期（2006-2008）的「制度建制」，強

調基礎建設；第二期（2009-2012）的「制度深化、成果檢核」，強調特色發展；

到第三期的「培養學生就業競爭力」，強調職涯轉銜。當教卓計畫中勾稽經費與績

效指標的機制，對於需要外部資源挹注的大學來說，政策引導性的程度就會相對提

升。而當計畫執行與校務經營間的目標如果無法充分調合時，對於執行成效就會產

生影響，這樣的影響性質亦可能隨著計畫延續而產生變化，舉例來說，就基礎建制

或制度建立面向而言，教卓計畫資源的投入可以視為一種刺激和推力，能加速大學

正視既有問題並形成改變；然就特色建構或職涯轉銜等目標導向較為強烈的項目來

說，大學就有可能產生適應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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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要看運氣啦，你碰到什麼樣主政的人，他的理念是什麼，可是這

也沒有辦法，因為你要爭取部裡面的經費，來幫助學校發展，你就是要

配合，你必須要強迫自己去符合他的規則，那這樣做起來就會非常彆

扭，就是格格不入。（052618-B3-PU-S-P-OD-EX31） 

 

 

 但是不管怎麼樣，這個遊戲規則還是由他來制定。從學校端來看，我們

還是會盡量去迎合他的需求，所以他還是有一個指導原則。（111018-

B2-PU-M-C-NE-EX21） 

 

 

 那一期教育部要求是學生的職涯轉銜，我們是專業型的大學，不是綜合

型的大學，所以這樣子還要要求學院說，請你提出怎麼樣幫學生做職涯

的這種，好像訓練，對這個學校來講，就不是我們的一個發展方向，那

我們雖然已經盡力去跟教育部說明，但是很難在政策上完全符應他們的

這種要求。（051618-B3-PU-S-P-OD-EX11） 

 

 

 教育部的政策是帶領學校，要走向那一個方向，他有引領的作用，但是

這個引領如果要適用到所有的大學，我覺得這個是不合宜的。（052618-

B3-PU-S-P-OD-EX31） 

 

 

 教卓對我們幫助，一個就是會有些經費的投入，那我們會做一些事情，

也透過這個東西來改變制度，其實他有部份是好的，有一些校內的體

制、法規的改革，我是覺得是有幫助的，他可以幫助學校去重新檢視他

的法規是不是適當的，是不是可以達到讓學生學習的目的。那還有一個

好處就是說，他的投入會有一些業務費，就是資本門跟經常門的投入。

（100318-B1-PR-M-C-NE-EX13） 

 

 

三、執行效力的限制 

（一）績效指標的調整改變 

關於績效指標的調整改變來說，大致可包含指標數量與品質的連結、主要政策

規劃中相關指標的整合，以及指標研擬與調整期程的制度化。以指標數量的調整來

說，對應指標的計畫項目也會隨之變動，當大學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彙整並修正相關

內容時，其實就會產生倍多力分的情形，而疲於奔命於指標達成率的同時，就可能

難以兼顧品質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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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來講的話，其實政府政策一直在變，那學校包括像之前我們在執行

教卓的時候，很多學校都競相成立教學發展中心，對內的一級單位，那

但是現在，這不是要項了，不是他的 KPI，很多又把他再降回去二級單

位了，因為資源分配的關係啦，所以說，這個會有一些蠻弔詭的事情在

裡面。（100318-B1-PR-M-C-NE-EX13） 

 

 

 我覺得教育部裡面有很多的 KPI，其實有一點比較形式啦，他比較注重

在數量，而不是重在品質。所以後來我覺得有些 KPI，你訂出來這樣好

像怪怪的吧，有些東西越做越好。另外一個，我剛講的，有些是只是數

量的變多，可是質沒有變好，沒有用啦。（052118-B3-PU-L-C-OD-

EX11） 

 

 

 教育部在執行指標上面，我覺得那個是一個困擾，就是教卓通常要求兩

種指標，一種叫做共同績效指標，一種是計畫特色指標，計畫特色指標

沒有問題，我們自己提的計劃案，自己寫特色指標，這個當然 ok啊。但

要求共同績效指標，那共同績效指標大概有 1、200項，那 1、200項就

是他期末成果報告書裡面規定的，那個項目不一定是我們計畫的內容。

（051618-B3-PU-S-P-OD-EX11） 

 

 

 教育部他們有一套說法來合理化要求來填寫這些東西，我可以這樣講，

這些東西如果這麼重要的話，就放到校庫就好了，因為不是那麼重要

嗎？也是例行性都要填的嗎？那就放到校庫就好了，學校本來就會按照

時程去填寫，不要在這一個寫計畫成果的時候，把他當作成果的一環，

那個只會讓所有的行政單位在完成這個成果報告的時候，增加了一個莫

名其妙的負擔。（051618-B3-PU-S-P-OD-EX11） 

 

 

另外一個績效指標調整帶來的影響，在於大學為了符應各項指標的達成率，對

於數字改善的重視會多於實際品質提昇。換言之，表面上大學可能都達成了各項指

標，但實際上對於大學有何助益，卻不一定能夠具體說明出來。 

 

 好像每樣東西都做了，但是有沒有一個完整的故事？有沒有一個整體性

的提升？坦白說，就像你你講的，我們看成果報告的時候非常的繁瑣，

有子計畫 1、2、3、4、5、6、7、8、9、10，然後每個單位又做了什麼

事、什麼事，然後這個要辦幾場活動，有沒有達成？要幾個人參與，有

沒有達成？但是，量看起來好像都有了，質很難呈現。（052118-B3-

PU-L-C-OD-EX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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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寫計畫的時候，他會寫得很漂亮，那我也看過其他學校的計畫，大多

寫得很漂亮，但是只有內部的人才知道說，他哪個部份是真的、那個部

份是假的、哪個部份是虛胖的、哪個部份是很難做的。（100318-B1-

PR-M-C-NE-EX13） 

 

 

 我們大部分都會達到我們設定的 KPI 指標，但是這是形式上面，實際上

面，例如說提昇老師的專業成長部份，我就不清楚那個實質上是多少。

（041818-B2-PR-L-C-OD-EX32） 

 

 

 這樣講有點不好意思，其實大家都在做假的，就是做得很漂亮的一個

圖。（052218-B3-PU-L-C-NE-EX11） 

 

 

 大家在寫計畫的時候，都會把他寫的很大，都會把他寫的很有特色，可

是，卻忽略掉執行這些的時候，戮力的去做，有時候不容易達到效果，

可是又要看 KPI，因為你沒有 KPI，你期中到時候經費就會減少，如果

沒有 KPI，那下一期就申請不到，所以，數字上面、形式上面達到目

標，實質是不是真的對學校有所翻轉？這是另外一個比較大的議題。

（052618-B3-PR-L-C-OD-EX11） 

 

 

 就是在寫計畫的時候可能要考慮清楚，就是不要經費編太多，你也知道

有些院或系的計畫會寫的很大，不過不見得做的到，就是一大堆，然後

到最後沒有執行，或是執行不了，從行政部門也就只能依照這個結果送

出去嘛，所以有些就沒有達到那些指標。（051318-B2-PR-L-C-OD-

EX31） 

 

 

 像我們校內從教卓一直延續到現在，有一些是持續在做的，是沒有成

效，但還是持續在做，因為為了要那個 KPI，所以他還是繼續在做，也

持續把他寫在新的計畫裡面，但是他對老師來說，是無感的，對學生來

說也是無感的，但是這個數字的量很大。那我個人覺得，大概是一半、

一半吧。有沒有實際的成果？有，因為他有數字，但是有沒有成效？沒

有成效，大家都疲於奔命啊。（100318-B1-PR-M-C-NE-EX13） 

 

 

某些大學因應指標系統的要求會採取不同的應對策略，舉例來說，大學可能會

採取計畫指標（外部指標）和校訂指標（內部指標）兩套系統並行的策略，以期有

效管考指標的達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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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只有一個改變，叫做便當費從 60 塊變成 80塊，只有這個改變，

好像都沒有。我知道這是校訂的指標啦，就是我看教育部的整體經費規

劃，沒有細到一個便當只能幾塊錢，他有一個上限，也不是 60塊這麼低

的數據啦，那後來我們內部就把他放寬到 80塊，那也是符合教育部的標

準，那也很有很多時候是我們把自己掐死了。（100318-B1-PR-M-C-NE-

EX13） 

 

 

（二）計畫執行期程的壓縮 

從教卓計畫名單公告到經費正式核撥大學其實存在相當長的時間，當計畫執行

時間被過度壓縮時，執行成果當然可能大打折扣。換言之，大學面臨的兩難困境在

於需要外在資源的挹注，但實際執行期程卻不足以讓大學把計畫確實完成。因此，

獲獎大學對於執行經費的預支便會抱持較為保守的態度，其變通性的作法可能包含

先行給予一定比例的啟動經費或先暫緩某些計畫項目。然而，這樣的彈性作法可能

足以因應一般行政或教學上的項目，但是對於專業型大學內的研究或展演單位來說，

許多國際性的合作都需要長期的聯繫與接洽，當教卓計畫執行期程、經費支持規模、

經費補助期限等面向都處在不確定性的狀態下，相關執行單位也就更難以進行類似

的合作。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時程，教育部你知道多厲害嗎？交計畫的時候你一天

都不可以慢，那一天，幾年幾月幾點，那當然這個是可以啦，團體紀

律，我完全同意，可是你也要要求你自己，要再幾年幾月幾日以前告訴

我嘛，合理啊，你自己想好，你甚至可以今年的 10月就提明年的計畫，

你們就去審，對不對？（051418-B2-PR-L-C-OD-EX11） 

 

 

 但是教育部當然他們事情很多我也知道，只是說會讓人家明明是一年的

計劃，常常只剩下 8個月，有時後是 7 個月來執行，其實這是歷年來教

卓都有的問題，他每次真的核定下來都不到 3 個月。……那你執行上的

期程就被壓縮，那很多，特別是教學的工作，他是跟著學期走的， ……

很多你必須要等到 9 月份開始那個學期才能做，所以你真的能夠執行的

期程很短，那前面又有 3個月的暑假，……很多計畫變成說我這個 4個

月要執行完成我 1 年的計畫，那就困難度當然也就比較高。（052118-

B3-PU-L-C-OD-EX12） 

 

 

 我覺得很可惜的就是說，有時候這個錢就會花得很倉促，為做而做。因

為他就沒有辦法變成一個很長久在經營的方向，他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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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出成果，那其實在教育上面來講，他是要花時間來醞釀、來涵養

的。（111018-B2-PU-M-C-NE-EX21） 

   

 我自己覺得有點困擾，因為剛剛提到的因為他是競爭型的計畫，都要配

合外部的期程，我覺得這個是我過往做這個工作來講最大的困擾。……

因為沒有核定你不知道能不能做，你到底要不要去問？假設是一個跟國

際合作案，你到底要不要去問？4 月就提案了，所以 4 月就該問了，那

可是你經費又不確定，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教育部他應該思考的，不能在

整個經費的申請、審查，然後最後能夠核定，那個期程拖到讓參與者會

有完全，就是到後面會有時間的壓力很大，而且你不早跟別人講好，不

一定能夠約的到，所以這些東西是主要的困難。（051618-B3-PU-S-P-

OD-EX11） 

 

 如果你不去爭取計畫，好像就沒有錢，可是你去爭取到了計畫之後，錢

往往撥下來的速度可能沒有很快，可是他又要求你一定要在 12 月底之

前，或者那一個時間之前把他全部花掉，然後你花的時候還不能夠自由

的花用，就是那個彈性非常的小，非常侷限的。（111018-B2-PU-M-C-

NE-EX21） 

 

 

 現在我認為這個東西來，對學校是有幫助，可是我只能講說，花 10 塊

錢，你絕對看不到 10塊錢的效益，為什麼呢？第一個，你要給大家足夠

的期程時間，如果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做，那問題就出來了。（051418-

B2-PR-L-C-OD-EX11） 

 

 

 透過教卓我們比較容易做到校級的國際交流，也就是需要從這種大型的

補助計畫經費才能夠得到挹注。（051618-B3-PU-S-P-OD-EX11） 

 

 

另一個執行期程壓縮的現象在於經費核撥與執行期程存在學年制與曆年制35的

差異時，換句話說，大學在教卓計畫開始後還沒有辦法正式拿到經費，而計畫尚未

執行完前又要開始進行經費核銷。這樣的情形不僅影響大學的經費調度，亦會影響

著包括人員聘用或經費使用率等項目。 

 

 有一個很大的因素是學年制跟曆年制的問題，就是說他經費是曆年的，

但是我們學校上課是學年的，所以有時候會變成到後來，時間到了但是

還沒有辦法執行，因為還在等下個學期，或者是下學期要做什麼，就會

 

                                                            
35 曆年制：自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學年制：自當年 8 月 1 日起至次年 7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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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些問題，很多時候經費沒用完也是因為這個樣子，就是學年和曆年

的關係。（051318-B2-PR-L-C-OD-EX31） 

 

 經費常常下來得很慢，可是要核銷的很快，所以，尤其是有時候，國家

的預算在立法院、在哪裡卡到 4 月經費才通過，到了學校，5 月才可以

動支，可是，5 月可以動支，6 月課程就結束，所以你看，6 月課程結

束，他要執行百分之多少才能申請第二期款？所以，suppose，一個學期

應該是，如果是這個計劃案是 1月 1號通過，所以你應該是 1月 1號就

可以動用，但如果 1月 1號就通過，你到 4月才下來，5月才能動用，5

月動用，學校裡面是5月完了，6月幾乎就要放假了，所以動用一個月，

可是你整個的計劃案寫出來，經費有或者沒有？可不可以動？你這學期

的課程是上學期就排好的，所以，5、6 月的課程是 2 月底就開始，2 月

底開的課程是前一年的10月就已經三級三審後，才能規劃，所以，10月

就要預知你 5、6月要做什麼，可是你不確定有沒有經費，對不對？然後

經費又拖到 4 月底才下來，所以你在核銷的部份都很不方便，所以就變

得綁手綁腳，很多學校在經費核銷上就非常不容易處理，又很複雜，可

他又有很多的限制，就等於說不乾脆，所以與其讓大家陽奉陰違，為什

麼不乾脆一點？你只要把原則、比例訂好，不要這麼死，讓大家有比較

大的彈性。（052618-B3-PR-L-C-OD-EX11） 

 

 

 交接有時候確實會比較有困難，前面的人離職了，後面的還沒聘進來，

那這個造成這個困難的原因在於教育部核定計畫的時間通常都晚，因為

他是年度計畫，所以 1 年、1 年執行沒有錯，但是教育部核定的時候，

通常是 3、4 月，那前一期的計畫到 12 月，怎麼辦？你又沒有錢再去

聘？（051618-B3-PU-S-P-OD-EX11） 

 

 

（三）經費管考制度的限制 

現行經費管考內容中的防弊思維、經費流用規則、經費核銷時程等項目，都可

能讓大學提出「可能會因為不好用，而不夠用」（052118-B3-PU-L-C-OD-EX11）

的回應。從本研究的訪談分析中可以發現，就整體計畫執行層面來看，確實有整體

經費不足的情形，但從計畫分項或是不同執行單位來看，卻可能發生因經費管考機

制而導致資源濫用的狀況。 

 

 我們在使用的時候，還沒有拿到錢的時候非常緊張，大家都很希望能夠

得到這個經費，可是拿到經費之後，又是另外一個壓力的開始，要趕快

用，那至於要怎麼用？反而就沒有辦法很好的去規劃他，但是有的時候

會覺得說，自己真的是很浪費公帑，就是拿了這個錢，要很快的把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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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可是你明明知道說這樣的用法不是把錢花在刀口上，但是你真正需

要用到錢的地方，你又受限很多。（111018-B2-PU-M-C-NE-EX21） 

 

 教育部或許是怕大學把錢用在不是很適當的地方，所以有點類似去做防

堵、防弊的措施，而不是去用引導、誘導這樣子的方式，所以你問我說

錢是不是夠用？我現在覺得，很難用。……我們這麼用心的設了這些制

度，那這下子我們的辦學成本其實是大增的，但是這些並沒有因為這些

制度而獲得更多的經費，所以我們現在有點傷腦筋，夠不夠用？我覺得

夠用，好不好用？不好用。那所以到時候，因為不好用而更不夠用，我

覺得可能因為不好用，甚至到不夠用，會這樣子。（052218-B3-PR-L-C-

OD-EX11） 

 

 

 我覺得可能教育部是站在防弊的立場來設了很多的制度，也就是說他們

可能因為曾經有學校做了什麼讓教育部覺得不適當的事情，所以他開始

就做了一些防弊的措施，所以他很多制度是站在防弊的措施，那我會覺

得說，可能因為一、兩個學校的狀況，然後去處罰到所有的學校，我會

有這個感覺，可是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設那些制度的原因，所以其實

高教深耕和教卓的計畫的錢是比較不好用的，那包括經常門、資本門這

些，他也是比較不好用的。（052218-B3-PR-L-C-OD-EX11） 

 

 

 只是說，這種經費通常他購買的東西，能夠做的事情一定都有他一定的

項目，沒有辦法做到說，像我們真正想買的東西或真正想做的，大部分

都要配合可以報帳的項目。（041818-B2-PR-L-C-OD-EX32） 

 

 

 我最後會跟你講，教育部的錢非常不好花。而且你沒有用完他是收回

的，所以這個就會看到為甚麼一些單位拼命的依他要報經費的項目在做

這個工作，我們以前那個教學卓越計畫，我說，怎麼會買那麼多衛生

紙？因為只有那個能夠報，我說這樣不對啊。（052218-B3-PU-L-C-NE-

EX11） 

 

 

 早期說的競爭型的計畫或者經費的核銷，會出現幾個比較大的問題，這

些問題，首先第一個，他能核銷的經費非常死板，所以非常死板的時

候，大家都會反應很不好用，教卓以前還要學校的配合款，看你學校的

能量能夠達到什麼樣的程度，有的是 30%，有的是 20%，有的 10%，你

第一個經費很不好用，他有非常多的限制。（052618-B3-PR-L-C-OD-

EX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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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想法是，自由度增加，在計畫的執行的項目跟經費，真的很難花

啊，那很難花就會產生浪費，會產生浪費執行計畫的時間。（052218-

B3-PU-L-C-NE-EX11） 

 

 

參、大學對於外部挑戰的回應 

一、採取不同資源調配策略 

（一）經費運用方式的調整 

大學對於經費出現落差的情形大多已存在預期心理，即便對於預算刪減比例有

所疑義，為了爭取下一期的計畫補助，還是會盡力完成既有規劃項目，只是在規模

上或形式上會與原先預期有所差異。 

 

 如果你的經費規模穩定，而且夠大的話，那同仁們在執行這些東西的時

候就比較不會綁手綁腳，那經費規模比較小的時候，那就是很多東西就

必須得刪減，這個是一定的嘛。（082118-B3-PU-L-C-OD-EX13） 

 

 

 但是我們的計畫經費一下來後就破功了，為什麼？本來是我們是預計要

成立一個學院和一個學程為目標，一個學程大概 250 萬，現在大概一個

學程就 down 下來。那怎麼做？還是要做啊，不然明年怎麼來申請下一

階段？（052218-B3-PU-L-C-NE-EX11） 

 

 

就實際經費出現落差的情形，某些大學會藉由調整期待值來規劃不同的經費分

配形式，然具體執行的策略，則可能因為校務基金充裕與否或行政決策模式等因素

而有差異。 

 

 有過我們期待值的 bottom line，我們總是不能只設一個期待值嘛，所以

我們有設一個上、下限，所以是有過那個線。（052218-B3-PR-L-C-OD-

EX11） 

 

 

就經費分配原則部份，主要包含檢視實際預算、設定優先序列與決定分配形式

等 3 步驟（見圖 4-2-1）。以經費達到預期中標的大學為例，在實施計畫的優先序

列上還是會以特色項目優先，而次要項目就可能暫緩或刪除；而經費的分配上，特

色項目可能會視其重要程度，給予不同比例的整體經費，次要項目則可能會分配一

定比例的啟動經費，並視不同階段的管考成果來給予後續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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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經費分配步驟示意圖 

 

 這個我們在當初計畫在提的時候就已經設想過了，就是如果說提的金額

跟獲得的金額差異很大，比方說像 5 成以下，類似像這樣子，那我們可

能就是變成說，挑幾個特點來做，那如果說差異不是到這麼大，但是可

能 6 折、7 折這樣子，那我們就是可能大家想要做的部份，我們等比例

來去打折，如果說金額很少的話，我們就只能挑重點來做，那如果說金

額沒有差太多的話，就變成說只能說等比例去折。我們原則上是打折，

但是有我們認為比較重要、特色的項目，我們想辦法就是利用校務的預

算，或者是利用獎補助款，或者是兩個一起。（052318-B1-PR-M-C-NE-

EX12） 

 

 

 因為你報了 2,000萬，回來可能只有 800萬，那 800萬，我們就依照各單

位的比例，稍做調整完以後，我們再看特色、發展項目有那幾塊，這幾

塊不能丟，例如說，特色發展項目一先扣掉，那扣完之後剩下的部份，

我們再依比例給大家這樣子，如果不足的話，我們學校再補助經費進

來，再另外處理。（052618-B1-PU-S-P-OD-EX11） 

 

 

 我們的預想是 2 億啦，變成現在這個規模，那一定會砍一些項目，但是

有一些我們已經在執行了，因為之前教卓的經驗，他一直在執行，會投

入一些經費，那後來發現，錢變少了，那我們就會開始討論，那一些制

度要改，要砍掉等等的。那這是一個問題，就是說假如他太晚公告的

話，那我們制度上可能會來不及跟上，那經費的問題也是，經費我們的

作法是我們先預支啊。（100318-B1-PR-M-C-NE-EX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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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分配經費，也就是經費核定下來後我們會進行分配，但是怎麼運

作，我其實不太清楚，之前是在計畫書送出去之前就有調過一次經費，

因為大家都編一大堆嘛，所以就會請大家減多少、減多少這樣子，那我

想未來我們經費核定下來可能也是會這樣子做吧。因為有些院會獅子大

開口，有些院就是覺得少做少麻煩，也有這種心態。這可能看院裡面院

長或老師的態度，有些就會比較積極想要去爭取經費，有些就覺得還好

這樣子。（051318-B2-PR-L-C-OD-EX31） 

 

 

 就是之前銀河系計畫（調整計畫名稱）寫了一個規模，然後最後拿到的
大概只有原來的 5 成，那拿到多少錢，我們後來有開了一個協調會，去

討論說哪些部份可以先做，哪些部份可以暫緩這樣子，然後當然也要看

人力到位了之後，到了多少個人力，因為比如說，當時候寫 3 個，後來

只來了 1 個，那當然這個規模只能做到 1/3，所以其實就像是我剛才講

的，人事跟經費的規模跟穩定度，其實是運作順不順暢的一個重要原因

啦。（082118-B3-PU-L-C-OD-EX13） 

 

 

 我處理的方式就是實際上告知，我們早上剛開完會，那我們早上開會就

是請由下往上的這些人員全部來開會，然後我們第一個就是報告我們的

經費，就是這樣，那我們的分配，我們已經分配好了，我就是要做，然

後你本來提 200萬要做，我就是給你 20萬，那到期中，管考，你作的不

錯，我們再拿學校的錢給你，我們的作法是這樣。（052218-B3-PU-L-

C-NE-EX11） 

 

 

 因為我們學校做的是學院的特色發展，所以通常這都是他們想要積極爭

取的資源，很少說沒有想法的學院，那樣子問題就會變成是大家提出的

需求非常多，可是不一定都能夠有，所以會在那個資源，確認經費的時

候，會做討論，就是說哪些是重點？那會在今年做，大概需要多少錢？

我們會有一個資源的分配會議，是院長級的。（051618-B3-PU-S-P-OD-

EX11） 

 

 

除了一般的經費分配步驟外，大學亦可能因為校務經營考量或行政領導模式等

因素，而對於經費分配採取個殊性的作法。例如集中經費於特定項目中，或是各項

目皆採用階段性的經費補助形式。 

 

 我覺得私一（大學）跟其他我知道的大學，很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你剛剛
問到的取捨問題，你計畫哪些要放進來。那我為什麼要這樣講是因為，

我們學校之前，私一（大學）也有一些公立學校的老師退休來，他們其
實不太能夠理解，他們覺得計畫通過了之後，他們就應該得到原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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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的那個金額，或者是按照通過的比例打折就對了，可是私一（大學）
不是這樣子做，他是一個做整體的考量。（110518-B3-PR-L-C-OD-

EX12） 

 

 我也知道有一些私立大學，他就把它拿到的這個幾千萬的經費，就是投

入一、兩樣事情，那這樣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說進步嗎？可能不一

定，但會有很明顯的改變，但這改變長遠來看是好是壞，很難說，因為

這樣做有個風險，你一旦沒有計畫之後，你這個東西絕對 run 不下去。

（052118-B3-PU-L-C-OD-EX12） 

 

 

 我們這種 run 法，個別小小的，可能成果不亮眼，但經費沒有之後，或

許可以想辦法再做一些延續，所以困難度沒有那麼高，但是如果你把經

費全部投入到一個地方，那麼永續的經營就會有問題。（052118-B3-

PU-L-C-OD-EX12） 

 

 

 校長這次指示說這次的經費要有一個比較合理的管控，不要全部散下

去，有定期的會議、定期的成果的展現，然後之後有一定的考核，再把

經費完全的再釋出。（052118-B3-PU-L-C-OD-EX12） 

 

 

（二）經費自主與永續措施的規劃 

回應缺乏延續補助機制面向上，大概可以分成 1、經費補助中斷，以及 2、輔

助措施不足兩部份。因競爭型計畫係有評比汰除機制，當經費補助中斷時，尚未制

度化的措施都可能隨著資源欠缺而終止，即便大學可能藉由不同輔助機制來補充資

源缺口，但整體規模還是無法取代原本的教卓資源。據此，大學可能會因應不同階

段的學校目標和計畫實施成果，就制度面上進行調整，除了降低本身對於競爭型計

畫的依賴外，亦可能以不同形式的規劃，例如特色預算的建制，來刺激院系所的改

變。 

 

 有 5 年（調整年度數目）的時間，公四（大學）在這些教學創新上面臨
到比較多的一些困難，那這些困難當然沒有教卓計畫，教育部是用教學

增能計畫去做一些小幅度的經費的補充，那也請有教卓計畫經驗的學

校，透過區域教學平台去做一個協助。（ 050918-B2-PU-M-C-NE-

EX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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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學校沒有這樣子做，因為我們的預算制度，就是一定會給你系上基

本的預算，就是讓你可以生存的基本預算，一定會給你，照你的規模，

然後你要所謂競爭型，就是特色預算，特色預算這個就是全院內部先競

爭完，然後再到校競爭，所以我們在預算制度是切兩塊，一塊是基本預

算，絕對夠你活，然後你想要更好，你就提特色預算。（052218-B3-

PR-L-C-OD-EX11） 

 

 

 未來臺灣高等教育機構，一定要找出經費上更自主一些的方式，更想辦

法自給自足，我覺得這樣子才有辦法解套，感覺上現在教育部用一個競

爭型計畫的方式，來主導要我們符合他的方向，就會變成吃人的手短，

拿人的手軟，只要我們一直仰賴他，就必須一直聽他的話，那如果學校

真的要幫忙系所，不管是怎麼樣啦，他對這種競爭型計畫，或者對於教

育部，甚至政府，他的依賴程度不能夠那麼深。（111018-B2-PU-M-C-

NE-EX21） 

 

 

二、釐清並設定合理目標 

以教卓計畫第一期的執行目標為例，無論是公、私立大學大多都以配合計畫目

標為主，並嘗試在制度與法規的完備後，找到適合自身的執行模式。就基礎建制面

向上，教卓計畫確實呈現了具體的成效。隨著時間與成果的積累，某些大學會開始

降低配合計畫目標的比重，換言之，目標導向的強制性和引導性會隨著時間推移而

降低。 

 

 我覺得公、私立學校沒有教卓的話，應該還是知道怎麼經營，沒有教卓

計畫，公、私立學校還得經營，不能依照這種競爭性的資源來規劃學校

的校務發展，沒道理這樣子。那我們學校縱使沒有教卓的資源，學校還

是會試著去爭取，也許是募款，也許是透過機構之間的合作，覺得重要

的事情還是得做，那規模可能因此變小一點，或者能夠合作的案子可能

就沒有辦法那麼樣的，可能影響性沒有辦法那麼大，但不能夠這樣子好

像倒過來，沒有計畫好像就什麼都不做，或什麼都不能做，那也很怪

啊。（051618-B3-PU-S-P-OD-EX11） 

 

 

 我會覺得一個系他有他自己要發展的方向，如果他剛好可以跟教卓計畫

配合的話，或者只要微調的話，就可以配合運用到教卓的資源，那這樣

子我覺得有點距離，但又不會太有距離，就是有點黏，又不會太黏，我

自己個人會覺得這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狀況。（111018-B2-PU-M-C-NE-

EX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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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方向不斷的在改變，如果你只是跟著他的方向走的話，那到時候久

了以後，你這個系就變成像是被主導了，你走不出自己的路線，永遠都

在追逐熱門的東西，可是也許不是適合自己的方向，那所以我會覺得，

也許維持差不多 1/3到 1/4的參與程度，那其他大部分還是要做系上該做

的事情，不要投入太深在這種競爭型的計畫，因為我覺得這也許有，也

許沒有，有的話只是錦上添花，那如果沒有的話，你還是必須要照自己

的方法去經營系上，而不是只是仰賴競爭型計畫，所以我也覺得，不管

是學校或是教育部，不應該把競爭型的計畫當成一個很重要的生命線，

因為不見得每個學校都要追逐某一些的議題，合適的，他就應該去參

與，不合適的，你也要讓他能夠繼續經營下去，所以這個比重應該不要

放的太高。（111018-B2-PU-M-C-NE-EX21） 

 

 

就法規、制度、課程與教學相關施上的改變而言，教卓計畫設定的目標或指標

確實給予大學高度的強制力與引導性。 

 

 教卓讓學校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我們拿到這筆錢，要好好的來做什麼，

然後我們在做自我評核的時候，因為這自我評核會關係到系所的表現，

系所的成果，影響到他們下一年度的經費預算，所以大家都非常努力。

（052618-B3-PU-S-P-OD-EX31） 

 

 

 應該是說整個計畫從，有點擾動我們的課程結構，因為我們學校過去，

因為他比較特別，因為他是綜合（調整專業名稱）專業的學校，所以過
去師徒制的方式裡面，或者是以計畫為導向的課程的投入其實是完全沒

有的，可是從教卓引進之後，如果比較聚焦在通識來講的話，他多了一

種比較豐富的課程經營的方式，然後就會讓整個形式變得不太一樣了。

（053118-B3-PU-S-P-OD-EX32） 

 

 

 我覺得學生們的反應是超乎我們預期的，學生們的感受，可能學生們會

覺得，好像以前的上課方式好像沒有 TA 或是視訊化的教學界面，或是

這些設備，然後可能學生們覺得，老師們的上課怎麼開始比較活潑起來

了，比較多元起來了，然後有一些資源他們也可以用到了，……另外一

個是我們跟外面的互動也會變多了，因為公四（大學）在巴黎（調整學
校所在地名），因為有了教卓，我們必須去跟其他學校交流，我們也要
去看看其他學校在幹麻，然後學生他們也會期待其他學校做了些什麼。

（041818-B2-PU-M-C-NE-EX31） 

 

 

 我覺得在幾年教卓後，已經去蕪存菁了，就是曾經做過得實驗、教學發

展或是教師教學的一些相關措施，支持性的措施，已經差不多被體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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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是那些制度都是支持或是補助方面的那種，所以你只要在編列預

算的時候，要注意到這一塊是不是能夠幫他們保留下來，如果有保留下

來，那那些按照制度推動的東西其實是不會有改變的。（051618-B3-

PU-S-P-OD-EX11） 

 

 幅度最大就是很多機制都建立起來了，例如說很多導師的作為，應該要

做的事情，或者是說整個學校在教學專業發展方面的很多作為，像是教

資中心也是教學卓越計畫才建立起來的。其實這些機制的建立都是教卓

計畫的功勞，這是幅度很大的地方。（041818-B2-PR-L-C-OD-EX32） 

 

 

 就是他使整個公五（大學）在教學上的行政結構，就是有很大的改變，
因為需要去改變嘛，然後整個課程規劃也改變了，能夠符合現代的潮

流。也就是說，有了這個經費跟計劃案下來，其實不斷在刺激整個系所

還有教學，還有不管硬體跟軟體設備不斷改變，如果沒有這個計畫，其

實也會改，但是沒那麼快。（051318-B1-PU-L-C-OD-EX11） 

 

 

三、依體質設定執行策略 

（一）設定階段性的指標達成標準 

1、區分指標間的迫切程度 

大學回應績效指標的調整改變的作法，在於整體考量計畫指標間的架構與關聯

性，並設定不同指標間的達成排序。某些學校可能在計畫執行上與校務發展上採取

不同的指標系統，而長期性的發展指標亦不一定在階段性的計畫當中呈現出來。 

 

 那個指標，有好有壞啦，一方面就是讓我們有一個遵循的規則，就是知

道要做哪些東西，但是有時候也難免為了應付而去做，這也難免。

（051318-B2-PR-L-C-OD-EX31） 

 

 

 對於一個傳統的大學來說，他要突破的制度上面的點還有很多，但這就

是我們長期的一個規劃，那如果你問說，私二（大學）會不會明年的
KPI 裡面出一個這個，肯定不會有，今年肯定不會完成，制度上面就要

慢慢研擬，這些都不能太著急，3 年可以完成都偷笑了，我覺得 5 年是

正常的。（051218-B3-PR-L-C-OD-EX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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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採取彈性化的詮釋方式 

計畫指標的達成率不僅關乎整體執行績效，也會影響後續經費的補助與否，因

此，各大學皆會戮力達成各項指標，並藉由彈性化的詮釋方式來建構成果報告中的

達標率。只是，數據提升是否能夠等值於品質改善，這個疑問似乎也存在訪談中不

同對象的回應之內。舉例來說，研究個案中的 100318-B1-PR-M-C-NE-EX13提到的

「撈數據」現象，當大學對於計畫成果採取太過寬鬆的詮釋，或以不同詮釋方式進

行重複採計，都可能會影響到數字與成果間的落差。 

 

 那至於他的 KPI 怎麼達到？就是有些老師心不甘、情不願的去參加，或

者是用撈的，就是一個成果大家每個單位都來撈數據，就是這個樣子

啊。（100318-B1-PR-M-C-NE-EX13） 

 

 

 以我這邊的作法，其實我都是做真的啦，但是其他很多都是撈數據

啊。……就是我負責的一些子計畫，那這些子計畫他其實有部份就是一

魚兩吃啦，就是會撈到其他計畫裡面去當成那邊的成果，我這邊也會當

成我的成果，這是學校的要求，不是我這邊能控制的，因為他有另外一

個教育部的計畫在做，所以說，他就會有這樣一魚二吃的狀況。我的認

知是，要衝到那個數字，那你沒有辦法靠實際的作法完成，尤其現在我

們學校有一個報部的 KPI，有一個內部的 KPI，那這個每個都要達到，

其實是很難的，所以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就是一個成果大家互相

撈啊。（100318-B1-PR-M-C-NE-EX13） 

 

 

 我跟你說啦，KPI 大家都會幾乎百分之百達成啦，因為你 KPI 沒有百分

之百達成的話，你第二年就沒辦法拿到這麼好的經費，所以像私五（大
學）這個學校，KPI不僅達成，還能夠達到 140%幾，還有 40%多的指標

都超標，所以呢，你如果從成果去看，大概都有達成預期的目標，不

過，……你看教學卓越計畫和高教深耕計畫，你真的有辦法，你有想到

哪個學校想出來的點子是別的學校沒有的嗎？……憑良心講，這只是一

個數字的東西，要弄出那個數字很容易，我要解釋那個數字也很容易。

（052118-B1-PR-M-C-NE-EX11） 

 

 

 執行後段的問題就是，我們學校會有一些管考機制，就是說你到了什麼

時候，執行率大概要多少，那假如不到的話，我們就會開使用自己的詮

釋方式去做詮釋，例如說，他這個計算公式是當初寫錯了，那個 KPI 的

達成率應該是分子是這個，分母是那個，那大家就喬來喬去，這樣一定

會很漂亮，就是這樣子啦。（100318-B1-PR-M-C-NE-EX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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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用自己的方法去圓啊，因為計畫已經報部了，那就想辦法去圓，圓他

說這其實是什麼、什麼東西。這個其實我們都會想辦法把這些目標達

成，因為他的考核機制，我們都有建立一個資料庫，他們就會看這個資

料庫，那我們就會讓這些數字很漂亮啦。（100318-B1-PR-M-C-NE-

EX13） 

 

 

3、完善整體品質保證體系 

就整體外部要求而言，大學除了漸進式地完善教學面向上（包含課程、教學、

學生與教師等）的品質保證機制外，也會逐步拓展到其他諸如行政或設施面向上。

此外，就品質保證體系的健全面向上，亦包含連結經費分配、計畫整合或指標修訂

等配合項目。 

 

 我們做了一塊課程面的，叫做教學品保制度，這一塊，我想很多人會

講，課程就是改善新課程之外，那教學品保，我們就是教學的品質要有

一些保證的機制，那當然我們就透過了這個。（052118-B3-PU-L-C-OD-

EX11） 

 

 

 我們用的是整個教學品質保證的常態性運作機制，就是每 2 個禮拜有一

個比較非正式的工作會議，那每一個學期會有一個校長主持的品保會

議，有內部的院長，外部的一些重要的學者專家，會透過老師、系所、

院、校，就是每個學期會去檢核相關重要的指標，然後大家去看還有什

麼需要改進的，所以在整個新的計畫的撰寫上，或者希望系所配合上，

目前就會變得比較能夠常態性的推動。（ 050918-B2-PU-M-C-NE-

EX11） 

 

 

 我覺得我們學校經過教卓後，教學是有改變的，他是有一些改善，不管

是從教學助理的提供，然後你整個教學的品質，那個制度，還有教學的

方法，還有老師們的教學社群等等，我覺得這些都有慢慢的改變我們教

學的氣氛，就是老師們有察覺到那個教學很重要，然後只是我們學校到

後面，因為我們後面其實已經在走教學品保，已經不完全是教學，因為

教學畢竟是太籠統了。（041818-B2-PU-M-C-NE-EX31） 

 

 

 我們沒有到像教育部的教卓計畫，細到比如說 70 幾個或是 100 多個指

標，我們基本上就是一個比較重要面向的一個指標，那這指標我們也沒

有採取所謂的絕對量化，我們會在看指標的面向裡面，去用量化跟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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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兼顧，然後，老師、系、院跟校，基本上他的這些檢核指標也沒有完

全一樣，那就會由我們教發中心去判斷，接下來這個階段我們要去管考

哪一些重要的教學創新的項目，然後這些項目我們就會變成教學品保的

一個表格，……在校的品保會議就會去做一個參考，那校長就會去看那

一個學院有那一個面向上他們覺得需要加強，那也許就作為下個階段提

計畫，或者經費配置的一個參考。（050918-B2-PU-M-C-NE-EX11） 

 

 專任教師大概有一半、8 成的系所全部納入我們的教師社群，而我們的

專任教師，如果我們系所不管的話，大概有 50%的專任教師是投入在專

業社群裡面，換句話說，如果你今天這個老師都不投入在一個領域裡

面，你應該會覺得孤單。如果你要在全校授的課裡面，然後獨樹一格用

最傳統的大班授課，並且不跟人家互動的方式，我相信未來這 5 年一定

會在私二（大學）感到越來越困難。（051218-B3-PR-L-C-OD-EX11） 

 

 

（二）設定階段性的經費使用原則 

因應不同階段經費管考需求，大學可能的作法在於要求執行單位先執行計畫經

費，俟前述經費使用完畢後，再執行學校配合餘款。這種形式除為了符合各階段的

管考目標外，最主要還是為了搭配歷年制的經費核銷時程，亦因為如此，就有可能

導致錢未能花在刀口上的情形。 

 

 那我知道很多學校，他們之前就已經是要求學系要先把教育部補助的錢

先花完，之後再花學校的錢，因為你拿這些經費還要核銷嘛，那你如果

說沒有先把他核銷到，學校到時候也會有問題，所以我知道有些學校他

會要系裡面先把這些錢用掉，然後再用學校他原來自己能運用的這些

錢，所以相對來講，可能剛開始的時候會覺得很難用啊，因為你要符合

這些項目啊。（112218-B3-PR-L-C-OD-EX21） 

 

 

（三）建立階段性的評估報告機制 

就整體外部要求而言，大學會就教卓計畫需求與內部執行情形建立階段性的資

訊匯集、評估與報告機制。大抵上，不同大學對於整體報告呈現的數據資料都具有

信心，然就細部資料檢核的程序上，卻依舊存在檢討與改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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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完成去年的計劃，我們的 KPI 跟我們的目標相符的程度應該是高

的，發展私二（大學）的特色是受到肯定的，就是我們長期，我們未來
也是發展這些特色，因為其他的我們也做不到，那我們就做我們做得到

的。（051218-B3-PR-L-C-OD-EX11） 

 

 

 但是我絕對不會去做這種事，就是我硬要把他美化到 80%。假若把他衝

上去，那個會後患無窮的，就是我反而每一年我都要去想這個怎麼辦，

但是實質上沒有什麼幫助啊，然後近年來，我有發現一個趨勢，就是說

如果你誠實的告訴人家說，我們的困難點在什麼地方，其實大家會接受

的，不用去美化那個數字，所以你說我們現在會不會有很多的 KPI 跟大

家不合，有啊，像剛才那些都不合，但我覺得我的策略就是誠實以對。

再來就是，我們的 KPI 往往會給下級單位形成壓力，比如說院跟系會形

成壓力，這個時候就是溝通，但 KPI 不能不在，因為這個 KPI 就是要

在。（051218-B3-PR-L-C-OD-EX11） 

 

 

 這個 KPI，我一輩子的達不到，好，那我怎麼辦？會不會困擾？會困

擾。困擾怎麼辦？誠實就好了。我們的作法就是，我大概都是這樣的策

略，我們就告訴部裡面，私二（大學）就是這樣做、這樣做、這樣做，
但是 80%的 KPI，sorry，我達不到，但是我這樣子做，最後我就是達成

了 73%，這就是我的極限了，那我們已經很努力了，如果你覺得我們這

樣子就是不優，那沒關係，不優你就是幫我打低一點，那我就承認就

好。（051218-B3-PR-L-C-OD-EX11） 

 

 

 現在根本沒有什麼美化不美化，我們就是叫大家趕快做啊，我們給大家

壓力，但是我認為在我們給大家壓力的這個過程裡面，有可能他們給出

來的數據，未必完全是正確或真實的呈現，可是到我們這裡來，我們基

本上中心不會也不可能去幫他們做任何美化，因為我們認為做的到或做

不到的，到時候人家來查，也是一目了然，我們一直相信要把事情做

好，至少行政單位，我們這裡是負責任的講，我們是不會去做任何更

動。（051418-B2-PR-L-C-OD-EX11） 

 

 

 我認為我們學校至少是很在意這個東西啦，我們非常扎實的要大家來

做，你說能不能做的到？我認為說我們學校只少有 8 成啦，就是說我當

時承諾你，我們要做這個、做那個，我們最後做出來的大致上會有 8

成，我們大家都盡量努力在做，不希望去作假，可是整體到了中心或學

校以後，我們真的不敢把大家的資料多少就送出去，你也知道教育部有

一個會計管制系統，你什麼時候報帳？他那個系統一清二楚，啊你學校

一定要核可，才能在那邊報，尤其我們都按照相關規定，所以我們學校

這一部份，你說我們要做假，我們學校是不允許我們這樣子做啦，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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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數據會不會呢？也有可能啊，系上報上來，系上就給我們一個不

是真正的數據。（051418-B2-PR-L-C-OD-EX11） 

 

肆、小結 

從下表 4-2-1 中可以了解，大學面臨不穩定性與不確定性的外部脈絡下，例如

政治場域的變動或大學財源的限縮等項目，大多能夠就資源、目標導向與外部要求

等 3 項外部挑戰提出相應的策略。惟就不同類型、學校體質或領導形式等因素影響

下，因應作為就可能會有個殊性的表徵。以資源面向中的經費落差為例，大學會依

實際經費與學校體質採取不同的經費分配措施，而就外部要求面向中的管考制度，

大學也會設定階段性的使用原則，據以達成目標和便利行事。 

從政策工具應用的角度觀之，教卓計畫的推行在於提昇大學的教學品質與能量，

然而，從訪談分析中卻可以發現，某些大學的回應會扭曲了該政策工具的特質。舉

例來說，因為競爭型計畫的引導特質相當強烈，大學在釐清計畫目標的同時，反而

可能產生目標取替與適應的問題，換言之，著重品質提昇的目標可能在大學現場被

詮釋為各項參與數據的改善。 

 

表 4-2-1   

高等教育機構執行教卓計畫之外部挑戰與因應作法一覽表 

外部挑戰脈絡 外部挑戰 大學回應 

1、 政治場域的不穩定性 

2、 資訊傳遞的不確定性 

3、 整體高教資源的短絀 

4、 大學財源收入的限縮 

資源 

經費核撥與分配的落差 
依實際經費與學校體質採取不同

的經費分配措施 

延續補助機制的缺乏 
就學校目標與實施成果規劃不同

期程的維續措施 

目標

設定 
強烈政策引導性的影響 

隨執行時間與成果積累，大學會

逐步降低配合計畫比重 

執行

效力 

績效指標的調整改變 
設定階段性的指標達成標準 

計畫執行期程的壓縮 

經費管考制度的限制 設定階段性的經費使用原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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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高等教育機構執行教卓計畫之內部困難與因應作法 

 

— 我們總是認為變就是好，跟人家長得不一樣就是好。 

（052118-B1-PR-M-C-NE-EX11） — 

 

本節主要探討大學執行教卓計畫所面臨的內部困難與因應方法，例如校內資源

的整合、成員參與的良窳、溝通形式的滿足等內容。政策工具評估中的文獻分析內，

歸納了影響政策工具實踐的內生性因素，包含了（一）執行機構沒有嚴重的外部限

制；（二）適當且充足的時間和資源；（三）必要的資源能夠做有效的整合運用；

（四）政策係以有效理論為基礎；（五）清楚且直接的因果關係；（六）擁有最低

限度的附屬依賴關係；（七）能夠完整理解政策目標；（八）各個參與者都能明確

了解執行程序；（九）完整充足的溝通層次與管道；（十）權力能夠完整傳達並獲

得服從。就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目的，可將上述因素化約為（一）組織限制、（二）

充足資源及（三）溝通形式等 3 項目。 

 

壹、內部困難的內容 

一、任務導向組織的侷限 

（一）兼任人力為主 

從訪談與《大學組織規程》的內容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公立大學的組織變動彈

性較私立大學低，大多還是以任務導向辦公室的形式來運作，私立大學則較能因應

組織需求而調整或成立新單位。 

 

 也是一個國立大學跟私立大學這個差異性，因為國立大學的組織章程，

他卡的很死，你任何的變動你都要都要經過學校的層層會議，還有再報

教育部。所以我們不能成立黑單位。他在組織章程裡面沒有，你沒有辦

法給他額外的加給。（052118-B3-PU-L-C-OD-EX12） 

 

 

亦由於任務導向辦公室的非正式編制，因此計畫主要的執行負責人大多由校長

指定，或由一級單位主管兼任、委派，大多屬於本職工作以外的兼任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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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計畫辦公室不是我們學校正式編制的組織，他是一個任務導向的，

那通常那個辦公室主任就是校長指定。（ 052118-B3-PU-L-C-OD-

EX11） 

 

 

 因為我當時的工作是教務長，那時候有一位副校長，那我主要負責的工

作是把他整個教卓計畫提出去之前所有的彙整。（052118-B3-PU-L-C-

OD-EX12） 

 

 

 學校負責的單位是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那這個辦公室的主任是由校長

擔任，然後辦公室的副主任是由學術副校長擔任，那另外就是由教學發

展中心的主任來擔任計畫的執行長。（052318-B1-PR-M-C-NE-EX12） 

 

 

當計畫主要的執行負責人係以兼任方式運作時，就可能會發生本職與兼任工作

間的衝突，如果未能取得適當的平衡或兼顧策略，就會影響計畫實施的成效。 

 

 學校只好請副校長代為主持，可是這樣子話就是說，那計畫辦公室在副

校長有時間的時候去主導當然很好，可是他手下還是沒有人，手下只有

專案工作人員。（052118-B3-PU-L-C-OD-EX12） 

 

 

 主任是學校的老師兼任，他也不一定能夠全時待在這邊，所以這種比較

行政上推動的部份，通常都是交給我。（051618-B3-PU-S-P-OD-EX11） 

 

 

 你的辦公室沒有一個專職的，來去主導整個計畫的進行，必須要靠主管
（調整教卓計畫主導者名稱）有空的時間去做，那這個還是會有點差
異；第三個，就是計畫辦公室沒有專責的老師負責，只有行政人員，我

認為這個架構上面也是產生些問題。不過我說這是國立大學你不能有黑

官，所以可能是沒有辦法、無解的一個問題。但私立大學相對的他人事

有彈性的話，那他比較能夠掌握整個計劃進度，然後比較能夠領導整個

計畫的推動。（052118-B3-PU-L-C-OD-EX12） 

 

 

 如果沒有人力的時候就會調整成老師帶兼任人力去做，那兼任人力有可

能他沒有做全盤的部份，他可能只做一部份，比如說他是屬於美編的部

份，或者是屬於研討會執行的當下這樣子，那有很多的 loading就會掉到

專任老師的身上，那專任老師可能會因為他對這個單位投入，希望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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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力不太一樣，出來的成果就會跟著會有不同。（052618-B3-PU-S-P-

OD-EX31） 

 

某些學校亦可能因為領導理念、運作傳統或執行規劃等因素，設計不同的計畫

組織架構，只是當這些職位同樣由兼任人力負責，同樣會產生上述人員蠟燭兩頭燒

的情形；且多層組織架構的設置，亦不一定能提升計畫的執行效率。 

 

 我們從系到院，然後系有一個教學卓越的辦公室，然後院再成立一個教

學卓越辦公室，來統籌各系的所有成果，然後再交給學校，那交到學校

以後呢，就是來到這裡。（051418-B2-PR-L-C-OD-EX11） 

 

 

（二）人力流動率高 

從訪談分析中可以發現，計畫主要執行負責人可能因為是兼任性質，故爾後多

以個人生涯規劃、工作壓力或校長任期轉換等因素而頻繁更迭，進而影響單位運作

的穩定度和配合度。 

 

 辦公室的成員組成除了我之外，就是我從來這邊就沒有離職，其他的人

都換過，全部都換過，那主任，像主任的話幾乎就是 1、2年就會換人。

（051618-B3-PU-S-P-OD-EX11） 

 

 

 這個一級單位是所有學校裡面，可以這麼講，替換最頻繁的一個單位，

主管替換最頻繁，為什麼呢？因為這一個業務是非常複雜、不好做的。

（051418-B2-PR-L-C-OD-EX11） 

 

 

 那我們公六（大學）的副教或者教發中心主任的位置更換是頻繁的，因
為他們的壓力是真的有一點點大。（052618-B1-PU-S-P-OD-EX11） 

 

 

 主管如果有帶領的話，就會順暢。那老師的部份也是，如果說主管很努

力的帶領，可是老師中間有一些流動，有一些不一樣，換不同的人做事

的時候就會不太一樣，因為行政單位事實上都是配合的角色，所以主管

和老師我覺得影響很大。（052618-B3-PU-S-P-OD-EX31） 

 

 

 我們國立學校另外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他的校長連任受到任期的限

制，那另外就是老師願意擔任主管的意願相對是偏低的，助理的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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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高的。所以，後來我們就知道說，行政職員的穩定跟願意投入，是

相對可能還更為重要的。（050918-B2-PU-M-C-NE-EX11） 

 

 更動的原因就是多元參與吧，因為有時候到了一定期間，他可能他要回

去系上支援，有時候老師可能會考慮到我要升等的準備，那他就會跟教

務長去辭掉這個工作，所以他們大約來大概 1到 2年，前期比較穩定，

前期的那個主任做了 5 年才換，因為教卓已經太長了，前期做的比較

久，那後期的幾位主任，做的大概都比較短，頂多 2年或 1年，那會換

剛好有時候也卡在校長的任期，因為只要換校長，主要的行政主管都會

換過，因為 10年中間換過 2次校長，在那個換校長的期程、時間點，也

可能換主任，所以這個是主任的部份。（051618-B3-PU-S-P-OD-EX11） 

 

 

計畫助理的流動率同樣也因為計畫相關職缺並非長久穩定的工作、學校所在地

點與工作環境、政策法規修訂（例如勞基法中一例一休）等因素而相當頻繁，對於

業務銜接、工作負荷或經驗積累亦會造成影響。 

 

 當然是頻繁的啊，頂多就是做 2 年，因為很多來做這個位置，因為他們

都知道是計畫型的，暫時性的，只要計畫沒有了，就沒有了，……所以

很多教卓的人很多就會變成各處室的約聘人員，因為那畢竟是比較長期

穩定一點的工作。（051318-B1-PU-L-C-OD-EX11） 

 

 

 專職的流動性就幾乎很低，但是如果是計畫約聘助理這樣子進來的，在

南部這個就業市場的環境裡面，他的流動性就很高，這個我們克服不

了。（052218-B3-PR-L-C-OD-EX11） 

 

 

 其他的同仁部份，三等專員的部份比較穩定，就是校務基金的部份比較

穩定。計畫助理都是一年一聘，所以計畫助理他們來的時候對這份工作

的職涯，他本來就是一個短期的轉銜的目標。（051618-B3-PU-S-P-OD-

EX11） 

 

 

 學校的規模比較小，然後地理位置也比較偏僻，所以學校在負責教卓的

老師跟助理，他的流動是大的，那流動大的過程裡面，要知道去哪邊蒐

集資料，或者要把資料做好的分析，基本上是有困難的，那困難就會變

成說，假定前面這 2、3年人事是穩定的，助理是穩定的，那他在下一個

階段可能是比較容易的，但是這中間如果有變動，那到了下一個階段，

可能又會變得比較困難。（050918-B2-PU-M-C-NE-EX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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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單位人力有限，所以我們以往也比較沒有那麼快去碰觸這一塊，就

沒有直接對學生做服務，很難要求這 6 個人對 5,000 個學生（調整學生
數量）做服務。（051618-B3-PU-S-P-OD-EX11） 

 

 

 如果是以我們中心自己內部參與的同仁來講，我覺得比較大的困難應該

是說，他們本來都是專任的藝術（調整專業領導名稱）老師，學校的藝
術指導工作應該是他們主要的本業，那因為參與這個宇宙人計畫（調整
計畫名稱），他們要多了很多的行政負擔。（082118-B3-PU-L-C-OD-

EX13） 

 

 

綜合上述人員流動的情形，對於計畫執行的影響層面在於執行理念的落差、計

畫銜接的困難等面向。此外，某些私立大學的二春教授現象，對於教卓計畫的執行

亦會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 

 

 有些東西奇怪了，執行一陣子之後就會稍微變形，會跑掉，我個人覺得

跟主要的，因為我們學校是那個想法非常多元的，所以老師的想法也非

常多元，所以今天主管不一樣的時候，他就會有不一樣切入點，而且可

能會非常的極端。（052618-B3-PU-S-P-OD-EX31） 

 

 

 我們現在遇到的一個狀況是，拿到了以後，沒有人會做，寫得很漂亮，

沒有人會做那個東西，尤其有些主管的異動、主筆人的異動，那他離職

了以後，他留下的東西沒有人會做，那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啊。

（100318-B1-PR-M-C-NE-EX13） 

 

 

 但是現在我們的衝擊，就是來執行這些計畫的全部都是我們所謂的二

春，二春就是指國立學校退了以後，到私立學校來任職的人。那他們會

有一些生涯的考量，例如跟退休金的月退考量，所以他們有些就會離職

了，那這個會是一個衝擊啦。所以我反而會認為在這一塊，他應該是要

以校內的老師為主，而不是那種空降的，空降的他就是有點像是門神

啦。（100318-B1-PR-M-C-NE-EX13） 

 

 

二、大學例行資源的不足 

資源有限主要是指大學受到高教經費短絀與主要財源限縮兩項因素的交互影響，

其實際能應用的例行性經費與資源其實是呈現逐年下降的情形。尤其，近年來社會

對於勞動權益的關注，大學逐步改善教師和研究助理的薪資福利條件，想當然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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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例行性支出亦隨之提高，然學校收入並未隨之提升。因以，即便學校獲得額外

的競爭型經費補助，學校仍然面臨入不敷出的困境。 

 

 校級的錢裡面，那個總收入中的學費沒有增加，我們沒有增加嘛，學費

我們公二（大學）10幾年前到現在的增加率等於 0嘛，全國絕大部分的

大學都是這樣啦，因為你要提，立法院就砍你，當靶子這樣子射，所以

大學就乾脆不要弄，所以 10年前的學費跟現在的學費是一樣的，學生人

數也沒有什麼變動，所以你的總收入，除了額外的競爭型計畫以外，你

其實不動嘛。那我剛講過得，你老師的薪資、職員的薪資，然後那個電

費增加了，還有勞僱型的 TA 的錢也增加嘛，所以你真正可用的錢變少

了，所以你拿教卓計畫其實兩個面向都有，你就是經費不夠。（052118-

B3-PU-L-C-OD-EX11） 

 

 

再者，因為例行性資源的不足，進而影響到校內各單位資源分配的形式。舉例

來說，當院系所等校內單位需提出計畫申請以爭取原有的經費份額時，其實是變相

地增加該單位的工作負擔。 

 

 我的感覺，像以前有些經費他就是用競爭型的方式給你嘛，像以前的系

所可能就是有 50 塊這樣子的預算，那他現在可能會變成說，這 50 塊

中，可能有 30塊你要透過競爭型的方式來取得，如果沒有的話，那你就

沒有錢了。我覺得現在的感覺，好像是系所反而變窮了。（111018-B2-

PU-M-C-NE-EX21） 

 

 

此外，對於（1）一般大學與技職校院，以及（2）公立大學與私立大學的競爭

型計畫補的競爭形式，也可能形成不同體系學校對於獲得經費多寡的質疑。而計畫

的補助邏輯到底該以錦上添花或是雪中送炭的思維為立基，也會影響大學對於教卓

計畫實施的規劃。 

 

 一個原來在高教體系可能比技職體系辦的好的學校，他拿到的錢可能比

較少，對不對？這是事實嘛，就是這樣，那很多人說，啊你這個校長怎

麼帶著這個團隊，拿到的錢比技職體系學校拿到的還少？可是他體質本

來就比較好，啊你因為一分為二，他即使比較好，你也沒有用啊，你說

橘子跟香蕉比，你要比什麼？可是橘子跟香蕉，你現在給的價碼都是一

樣的，假設他是一樣，所以這種假設在大數統計裡面其實不太，會有問

題啦。（052118-B3-PU-L-C-OD-EX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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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經費的比例，這樣子是非常惡劣、非常糟糕的，你公立學校為主

體的想法，這是納稅人所有的錢耶，納稅人的錢，你今天全部有獎的意

思是，你只是拿 2 成來做學生人數的比例，可是呢，你早就用了很多納

稅人的錢，把他們的學系、設備等都建構得很完整，然後你們以前就很

不 care 我們，然後我們在建構不完整的狀況下，再跟你們這些建構完整

的系所去比大家的完備程度，所以這個很不合理啊，所以這部份我認

為，既然在這麼不合理的情況之下，你至少要有一些，你讓私校來競

爭，如果今天競爭輸私一（大學），我沒有話講啊，我競爭輸私二（大
學），我也沒有話講，大家私校是同一個基準。（051418-B2-PR-L-C-

OD-EX11） 

 

 

 但是這個就很弔詭了，我認為學校最好的特色已經擁有了最好的資源，

那也是做的最好的，那給你錢要幹麻？應該是說，教卓計畫以我的觀

點，我比較屬於那種實用主義的，就是比較差、比較爛的，那些東西要

把他用好嘛，好的已經都好了啊，那不好的更需要去刺激他，更需要去

鞭策他，更需要給他經費啊，讓他做好啊。（051318-B1-PU-L-C-OD-

EX11） 

 

 

 我認為說學校應該去找說，我哪個地方不好，然後去申請計畫，然後配

合學校的配合款，還有一點，這個未來世界的潮流、未來社會的潮流，

需要什麼？我學校需要加強什麼？而不是每次都說我拿什麼視覺藝術
（調整卓越領域名稱）啦、空間藝術啦、美感藝術那些好的東西，然後
說我這幾個山頭最好，然後來爭取計畫，我覺得這根本倒果為因啊。

（051318-B1-PU-L-C-OD-EX11） 

 

 

三、單位間與人員間溝通不易 

（一）跨單位合作的困境 

1、計畫執行難求一致性 

教卓計畫通常以跨單位的方式來執行，不同單位間可能為了問題解決、工作調

整、資訊分享或衝突商議等項目進行協調，只是這些項目運作的良窳，其實都需時

間與屬性配搭、經驗與默契積累和制度支持等配合。所以如果配合單位間對於計畫

補助的需求程度不高，或是純粹被動配合時，不同單位間也就難有一致的計畫執行

的行動力與完成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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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從計畫的申請、經費分配、執行、考核、到成果發表，都是由計畫

辦公室來推動，那沒有辦法跟學校性常態性的業務很好的能夠結合在一

起，那要由計畫辦公室來做協調等工作會議的話就要另外約時間，另外

約時間幾乎，學院院長、執行單位、執行秘書都很忙，很難湊在一起。

（051618-B3-PU-S-P-OD-EX11） 

 

 

 學校整體也會有學校的想法，可是學校主要的想法，不可能只有行政單

位自己來做，他必須有每一個系下去分層負責來做，因此，這個就會面

臨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學校的想法，系裡面能不能夠落實？那當不能落

實的時候，教學資源中心的主管就會，我相信他真的是會有一些難度。

（051418-B2-PR-L-C-OD-EX11） 

 

 

 的確是有一些單位，或是系所，不是他的問題喔，是他真的很難被我們

使力使上，因為在教學創新的過程跟他們比較無關，什麼樣的人比較無

關，因為他天生就是研究型的老師，他本來就不是那麼的喜歡教書，研

究就是他的命脈，然後呢，如果有的單位，或是院的屬性他也是這樣

子，那他們就無感了。（051218-B3-PR-L-C-OD-EX11） 

 

 

 我覺得應該是說，我們到底想要做的是什麼，然後什麼東西才是對我們

有幫助的，這個要想清楚，但是很少系所會去想這些事，因為每個系所

除了教卓計畫之外，就有自己個別系所很忙的工作，那這個經費有點像

是學校要求你去想，所以我們大部分的人都會想，反正盡量達到學校的

要求就好了，很少去真正設想什麼東西才是真正有幫助的，但那個其實

也是最重要的部份。（041818-B2-PR-L-C-OD-EX32） 

 

 

此外，當計畫規劃形式未能藉由不同溝通管道而通盤考量時，例如計畫項目、

輔助機制與法規制度的配合，也會形成後續計畫執行的阻力。 

 

 我覺得校內的影響就是說，計畫都會寫得很漂亮，但是他沒有想到說，

這些行政程序，也就是行政的一些生態，然後還有一些法條，一些制

度，他沒有真的去改，就是他沒有想到後面會衍生出很多這些法條的問

題、制度的問題，然後老師反彈的問題，那他們就寫下去了，我覺得這

個是大家的負擔啦。（100318-B1-PR-M-C-NE-EX13） 

 

 

2、溝通缺乏精準度及有效性 

當整體計畫結構越龐大、分工越詳細時，單位間的溝通需求和執行成本（時間

或經費等）也會隨之提升，伴隨而來的問題就是溝通的精準度與有效性。以精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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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學校主管單位能否將理念價值或資訊一致且完整地傳遞給不同層級的計畫執

行人員，即為溝通精準度。若精準度高，即可減低成員間獲得資訊落差情形發生的

可能性，進而可能提升計畫執行的完整度。 

 

 如果校長講了，你在主管會議講了，你院長聽到了。又或者在行政會

議，因為行政會議只有院長參加，系主任沒有參加，那院長回來以後，

他在院務會議講給自己院內聽的又七折八扣的話，因為他可能也沒有辦

法講的像校長那麼好，他有可能是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講的不好，是

因為他不知道怎麼講，那有可能他根本不覺得校長那一套他 100%喜

歡，那講了之後更是七折八扣，那系主任聽了之後，再去跟老師講，又

在七折八扣，那實際落實的就很有限了。（112218-B3-PR-L-C-OD-

EX21） 

 

 

 我們來說，其實教卓是學校重要的資源之一，這是事實，所以我們會有

更縝密的做法，只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教卓或是深耕計畫，反正不管教

務或研發都一樣，要整合全校所有的老師跟主管們的意見，是最難的一

個難題，所以其實這件事情我們花了很大的心力，……那這個的確要花

很大的效率和時間，還有溝通的精準度，那這個是我們，我相信各校都

一樣，教卓推動最難的是在溝通上面，但是我相信我們做的應該也還不

錯啦，只是我不想給你一個假象，就說我們很簡單，我們私二（大學）
就是上行下效，非常的順利。（051218-B3-PR-L-C-OD-EX11） 

 

 

以有效性為例，學校主管單位對於計畫執行的目標設定與期待，能否有效傳遞

給各層級執行單位以達到計畫目標，即為溝通有效性。而影響溝通有效性的主要因

素之一即各單位主管對於教卓計畫的重視或認同程度，當重視程度較高時，其就會

利用各種管道盡可能傳遞訊息或給予刺激，以求完成計畫標的。不過，須留意的是

當各大學所建立起的正式或非正式會議流於形式時，反而可能會降低溝通效率。 

 

 說實在的，因為我們是視覺藝術學系（調整學系名稱），那我必須很坦
白的講，早期的這些系主任們，他們對於教學改進等等的教育發展面

向，其實不是很了解，那所以視藝系過去幾年，早期幾位系主任，只能
說被動配合學校的政策。那當然一方面，因為早期我們的教卓，其實是

我們現在的王大明校長（調整校長姓名），他擔任教務長的時候所提出
來的，可是畢竟那個時候他不是校長，那後來擔任校長的時候，他在推

教學卓越的時候，我自己感覺是能夠推動的更為落實，因為畢竟他的想

法比較能夠具體落實。（112218-B3-PR-L-C-OD-EX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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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整體架構來講的話，協調是比較困難的，就是說剛開始的時候，每個

單位其實都有自己的業務，其實要跟其他單位一起合作，過去都沒有這

樣子的經驗，所以宇宙人計畫（調整計畫名稱）也是大概 run 了一年以

後才比較順，比較順暢。（082118-B3-PU-L-C-OD-EX13） 

 

 

 雖然是很繁瑣啦，不過工作量是還好，就是有件事每次都要去做，每個

月都要去開會這樣子。關於效率的問題，我覺得很難，因為一個學校這

麼大，那這麼多的處室、學院、系所都參與的時候，勢必需要做管考。

當我是老師的角度時，我會覺得不用每個月都開會，但從行政單位的角

度去想，我還是覺得需要每個月進行管考，所以我覺得要增加效率，我

也不太清楚，因為學校實在很大，你勢必要有這個機制才能去做整合，

我們雖然有想過利用線上的方法去提昇效率，但其實也並沒有改善很多

的效率。（041818-B2-PR-L-C-OD-EX32） 

 

 

（二）大學特質之差異 

從訪談分析中發現，公、私立大學係因既有特質的差異，故在計畫執行的組織

強制力與組成人員比例上有所不同。 

1、公立大學強制力較低 

就強制力的高低部份，公、私立大學的運作機制呈現出不同的樣貌。質言之，

公立大學對學校成員的約束力較私立大學低，同等條件下成員參與比例或數量上便

會呈現較低的情形。只是，就形式參與與實質參與的面向討論而言，參與人數多寡

與對計畫的實質貢獻並無法等量齊觀。 

 

 因為我們是私立學校，所以通常只要行政那邊下一個命令，通常老師都

會參與，只是說，形式上的參與，還是實質上很認真的參與，那我自己

感覺比較像是形式上的參與。（041818-B2-PR-L-C-OD-EX32） 

 

 

 公立大學裡面，如果我就是不配合，其實你也拿他沒什麼辦法。那其實

從某個角度來看，其實也是造成他們的困擾，因為他本來日子好好的過

啊，為什麼要搞這些有的沒有的？教卓計畫等於是在刺激這些老師啦，

那你可能有些人覺得很高興，可以有這些多的資源，可以多做一些他想

要做的事情，那有些人不 care啊，你不要給我最好了。（051318-B1-PU-

L-C-OD-EX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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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相對來講，老師跟學生能不能夠有那麼強的一個感受，或者老師的配

合度，基本上在國立學校，我認為是相對是比較不是那麼順利的。

（050918-B2-PU-M-C-NE-EX11） 

 

 

亦因為強制力的不同，執行成員的組成也會呈現殊異的情況，公立大學就成員

比例觀之，行政人員佔整體計畫執行比例來說，可能會較私立大學來的高。而私立

大學在計畫執行階段亦可能賦予成員較多的壓力，例如對於經費使用的達成率或指

標的完成度等。 

 

 公立學校可能還是侷限在行政人員會比較多。那私立學校他就有辦法比

較一條鞭嘛，就是從上到下全部動起來。但是公立學校，我們會有一個

類似行動小組的組織，就是某一些老師會去參與，還是會有一半以上的

老師，他們其實不是很清楚。（111018-B2-PU-M-C-NE-EX21） 

 

 

2、公立大學新進教師組成比例較高 

從訪談分析中可以發現，公、私立大學中有非常大部分的計畫執行成員是新進

教師，而資深教師則呈現比較兩極化的現象。然相較之下，公立大學新進教師為主

力執行者的比例相對較高。相較於資歷較豐富的教師而言，新進教師對於學校的特

色、問題所在等面向都較不熟悉，卻負責教卓計畫的主要執行工作。除此之外，新

進教師又得同時肩負升等的壓力，是故，在研究、教學與行政三方蠟燭多頭燒的狀

況下，教卓計畫的執行成效自然有限。 

 

 我剛剛進來的時候是助理教授，所以我投入很多的時間去做教卓計畫，

那隨著我的年資累積，然後我現在已經升等完成了，我反而就漸漸的退

出這些計畫的參與，而且不是我這樣子而已，我覺得很多的時候，因為

參與這些計畫要花很多的時間，所以他就是跟我們一個正職教師的生涯

規劃很難結合在一起，通常的時候，他會耗掉我們做研究的時間，那當

然有一些很幸運的人，或者是很厲害的人，他可以把兩者結合在一起，

但是這畢竟是比較少數的，所以大部分的情況就會變成說，比較資深的

老師他可能比較不會去參與，那都是一些任務導向，就是專門來做這個

計畫的人在做。做的人，他參與的、投入得很深，不做的人，他就完全

站在旁邊，不太了解狀況。（111018-B2-PU-M-C-NE-EX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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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們公立學校來說，我自己個人的觀察，通常參與的都是比較資淺的

老師，會有一個行政高層，譬如是教務長，或者是校長，他帶著一群比

較資淺的老師，反而資深的老師他並不會在第一線，因為這個東西需要

很多時間的投入，那這也是一個蠻弔詭的現象，在公立學校裡面有時候

都是一些專案助理啊，或者是現在還有專案教師，他們投入的程度會最

深。（111018-B2-PU-M-C-NE-EX21） 

 

 

此外，教卓計畫或是其他任務型編制的計畫多常見由固定的群體來執行。尤

其，當學校內有教育相關系所的時候，這樣的群體會更為固著。 

 

 那執行層面的老師，就我所知啦，很多私立學校的狀況，包括我們學校

也是，永遠都是那幾個老師在做，有些老師不動就是不動。（100318-

B1-PR-M-C-NE-EX13） 

 

 

 專業系所配合的情況，因為公五（大學）有教育學院，所以在這個教育
政策系（調整學系名稱），基本上參與的不少，還有教育行政系（調整
學系名稱），另外我們有師培中心跟教育制度所（調整研究所名稱），
他們也有比較多的參與，所以教育學院是老師，還有一些畢業的學生，

就會成為我們的助理，那老師就會成為我們寫計畫的主要參與者，但是

相對來講，其他各院就會參加的比較少。（050918-B2-PU-M-C-NE-

EX11） 

 

 

想當然爾，形式參與、參與程度有限或未參加教卓計畫的教師，對於計畫的了

解就可能較為片面。易言之，當計畫執行與切身利害沒有重要關係時，例如升等、

研究或個人志趣等，就不容易吸引不同群體參與其中。如此一來，教卓計畫是否有

效地達到其預設的政策目的便值得商榷。 

 

 就這幾年執行計畫下來，有參與的會比了解，像我是教學卓越計畫副主

任，我會比較了解學校到底在做什麼，但是有些老師可能根本不會很清

楚，所以他也沒有受到很直接的影響。（ 051318-B2-PR-L-C-OD-

EX31） 

 

 

 但有些老師們他們可能就不清楚，所以對他們來說就好像也沒改變，因

為就覺得學校就是一樣做這些事情而已。但是他們也不清楚這是不是教

卓的經費，他們真的搞不清楚。（041818-B2-PU-M-C-NE-EX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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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參與教學卓越計畫最早是擔任系主任，只是我們參與教卓計畫只是

很片段的，每一個系的系主任參加的都很片段，……所以最早我是以系

主任的身份來參與。一直到我進入教學發展中心（調整中心名稱），我
才知道整個全貌是怎麼樣。（051418-B2-PR-L-C-OD-EX11） 

 

 

 不過因為我從去年就沒有接組長，就回到系上，所以我都是在系上做，

所以我也不清楚整個中心有沒有因為轉型之後變得有什麼不同，我自己

也沒有辦法感受到。（041818-B2-PR-L-C-OD-EX32） 

 

 

（三）教師本位主義的影響 

大學教師本位認為教學係屬教師自主的範疇，所以對於教學改進、典範轉移或

計畫配合等面向，如果缺乏理念溝通的歷程，其實不容易凝聚不同教師群體間的共

識。 

 

 不同的時間點會有不同的策略和不同的作法，早期的時候我們為了要去

爭取到這個計畫，所以那個時候是，基本上大家就是跟著行政單位走這

樣子，那有一些老師們他們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意見，那大致上就是不管

啦，學校還是這樣子做。那當然在這樣的情況底下，還是有一些老師他

們是沒辦法接受的。（052318-B1-PR-M-C-NE-EX12） 

 

 

 臺灣坦白講，所有改革最大的阻力是老師。只是我們現在不願意，因為

我們覺得每個老師都覺得他們教的太好了，他就是這樣學的，他為什麼

要改變？（052618-B3-PR-L-C-OD-EX11） 

 

 

 我們過去在高等教育，我們永遠有一個既定的框架，我們要求學生要

outside the box，要有創意思考，可是老師都沒有。（052618-B3-PR-L-C-

OD-EX11） 

 

 

 因為以前我們傳統的大學教育，都是老師一手包辦，都說尊重教學自

主，所以其實有一部份是老師教什麼，學生就學什麼。（112218-B3-

PR-L-C-OD-EX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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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學對於內部困難的回應 

從訪談分析中可以發現，大學對於任務組織的運作困難多嘗試提出適合學校體

質的因應作為。不過，卻鮮見各大學對實質性校際交流的困境提出具體建議，可見

現有的相關法規與機制並無法解決此一現況。 

 

一、行政制度的配合與完善 

（一）專責行政人員的建置 

鑒於各大學面臨因為計畫工作職多為兼任性質，進而衍伸人員流動率高的問題。

所以，大學端為降低人員流動率，其第一個策略為專責行政人員的建置。就主管職

而言，多採以減授終點或後期的彈性薪資等方式來穩定流動的情形，但具體成效有

限；大學逐步以專職專責的行政人員取代兼任的計畫人員，如此一來，這些專責人

員不但能夠比較熟悉教卓計畫的業務，同時也是教卓計畫和各合作單位間的橋樑，

有助於各層級資料的整合。 

 

 我們當時在宇宙人計畫（調整計畫名稱）推動的時候，是每個合作單位
都有一到兩個宇宙人計畫的參與的行政人員，就是我們把他們稱為所謂
的窗口，就是說這個計畫在推動的時候，我們希望每個單位都能夠做一

點事情，然後教卓是不是需要繳交很多成果報告跟 KPI？就是由這些各

個單位的行政人員來進行彙整，然後我們這邊就是總彙整單位。

（082118-B3-PU-L-C-OD-EX13） 

 

 

（二）獎勵機制的規劃 

獎勵機制的規劃主要是大學解決人員流動率高問題的第二個策略。由於教卓計

畫多為教師兼任，大學主要希望藉由獎助津貼、彈性薪資、減授鐘點、評鑑積點等

項目的規劃，降低因行政庶務而帶來的負向推力，提升教師參與教卓計畫的意願以

及教師參與的比例。 

 

 像我們早期剛開始，也是什麼都沒有，津貼或彈性薪資都沒有，校長

說，你就是要做啊，他也是硬著頭皮也要做啊，不想做也要做啊，所以

沒辦法啊。可是後來，那時候一般的老師參與的意願就不是太高，那現

在看起來就比較好一點。（052118-B3-PU-L-C-OD-EX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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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如果一個計畫要長遠的推動，任何一件事情如果要長遠的推動

的話，應該是參與的每個人，都要從中獲得他想要得到的東西，不管是

金錢，或是工作的保障，或者是成就感。那你總不能老是要求每個人做

功德吧，對不對？很多時候就會覺得，不做不錯，多做多錯的感覺。

（111018-B2-PU-M-C-NE-EX21） 

 

 

 兼任的主管的部份有，那當然一般的同仁是有敘獎啦，那兼任的主管的

部份就是說，過去執行教卓計畫，學校這邊都會給予額外的彈性薪資的

獎勵，當然這個也要透過評選啦，就看你參與的計畫內容的程度如何，

然後給予不同程度的彈性薪資的獎勵，那減授鐘點的部份也是會有，不

過就是也要看每個兼任的老師在各個系上的規定。（082118-B3-PU-L-

C-OD-EX13） 

 

 

 可是執行教卓計畫這一類其實就是對那些執行的老師或主管，針對這一

批人，所以他雖然不是每個人都有津貼，他如果執行的好，也有一點彈

性薪資嘛，所以我覺得對鼓勵老師來參與，可能還是有一些正面的效

應。（052118-B3-PU-L-C-OD-EX11） 

 

 

 我最大的收穫可能就是獲得教學方面一些專業的知能吧，一個就是對整

個學校的行政運作比較了解，因為要做這個計畫，很多東西你都需要去

跑程序，所以會比較了解。（041818-B2-PR-L-C-OD-EX32） 

 

 

二、依體質設定資源調配策略 

（一）資源定位、分配與應用 

由於例性行資源的不足，當學校獲得教卓計畫經費的挹注時，其可能用其來填

補例行性經費不足的缺洞，而非發展卓越教學。從附錄三中可以發現，國立大學普

遍來說，無論平均每生教學成本數字為何，其學雜費標準占平均每生教學成本比率

都比私立大學來的低。正因為學雜費收入與政府補助經費為國立大學的主要財源，

此筆經費對於學校教學發展的助益可能是有限的，因為多用其來填補與執行例行性

經費不足而未能完成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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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基本的一個問題，在於第一個，各學校例行的業務經費嚴重不

足，那這個嚴重不足造成的結果就是說，教育部的競爭型計畫下來，其

實大家都想拿去做例行業務。所以真正留下來做教學改進或創新的空間

是不是被大幅壓縮的，我覺得這個是計劃如果有不太成功的地方，那這

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052118-B3-PU-L-C-OD-EX12） 

 

 

 在學校的經費逐年減少之下，大家都在拿教學卓越計畫補他們的牆角，

這個是我們在執行教卓計畫時我們發現的很大的錯誤，那沒有錯，你把

他補起來，那他的牆角就會很漂亮了，所以他也執行的好像很棒，然後

又多人，那不對。（052218-B3-PU-L-C-NE-EX11） 

 

 

 你現在變成說，一個大餅在那邊，大概都已經快要餓死了，例行的工作

都沒辦法做，你要大家來搶這個大餅的時候，大家只是挖這個大餅去做

他本來就該做的事情。我覺得這個各個學校都一樣，而不只是我們學

校。（052118-B3-PU-L-C-OD-EX12） 

 

 

 公立學校像我剛剛講的，例行經費很不足，但這些事情都要做，所以經

費進來，學校第一個想到的，或這個系所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這個錢拿

去做我本來就該做的事情。第二個，在國立大學裡面比較像是吃大鍋

飯，那經費進來以後，那各個單位都想要來分這個錢，或者也不一定是

個單位，或許是學校的主管、學校的一些主管計畫的單位，或者是長官

們，他也希望多一點單位共同參與，但還是回到剛的問題，例行經費不

足。那造成的結果就是大家來分這個錢，這錢本來就已經不多了，大家

再來分以後，會變得沒有特色。……。（ 052118-B3-PU-L-C-OD-

EX12） 

 

 

對私立大學而言，無論平均每生教學成本高低，大多會極力爭取競爭型計畫，

然其背後的考量可能有所不同：對於部分私立大學而言，競爭性經費是一筆關鍵的

資源挹注，能夠學校帶來實質的發展。對另一部分私立大學而言，學校本身其實已

經擁有足夠資源給學生，然校方會希望獲得競爭型經費來降低學校私人經費與資源

的支出。簡言之，此二類型私立學校的不同之處在於學校願不願意從辦學考量上降

低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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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立學校跟公立學校又有點不太一樣，……。那當然私立大學，我想你

也知道比較不一樣，私立大學的競爭型計畫比較會集中在某幾件事情上

面，因為他擺的平啊。校長擺的平啊，校長只要認為那幾件事情該做，

我就把資源集中去做那幾件事情。國立大學不容易這樣子做。（052118-

B3-PU-L-C-OD-EX12） 

 

 

 臺灣現在最有錢的大學，他的存款已經到 100 多億了，可是他這筆錢他

就是不願意拿出來，他就是要學校去搶這一波的教學卓越經費，所以當

教學卓越經費有幾千萬的時候，確實會對這些學校產生相當大的作用，

所以私立大學裡面你去看，因為私立大學有兩種心態，私五（大學）對
他來講，也很重要，因為他很捨得花錢；有些學校也很重要，因為他們

捨不得花錢，所以透過這筆錢，確實可以讓教學品質做的更好，所以大

家的基本點還是希望把教學品質做的更好，只是董事會辦學理念不一樣

的時候，對於這筆錢的看法就會不太一樣。……那國立大學為什麼沒有

影響，因為我沒有錢日子還是一樣要過啊，所以你從這裡就可以歸類出

三種不同的類型的型態。這個我覺得要從學生單位成本去看，還有從他

經費來源去看。（052118-B1-PR-M-C-NE-EX11） 

 

 

（二）校務基金的預支 

除此之外，面臨不同經費分配後呈現的資金缺口，大學主要採取預支的方式來

因應，但是對校務資金比較緊縮的學校來說，這樣的應變形式就顯得較為被動，各

項目能夠獲得的啟動經費相對限縮。 

 

 假如他太晚公告的話，那我們制度上可能會來不及跟上，那經費的問題

也是，經費我們的作法是我們先預支啊。（100318-B1-PR-M-C-NE-

EX13） 

 

 

 沒有人真的敢動大錢，學校也只願意說好，我先提供比如說先提錢出來

100萬、200萬，有急需的先去用，但是大的案件、大的計劃你不敢動，

等到經費確定了，我常說學期已經進行到一半了，所以在執行面上的確

有這樣的問題。（052118-B3-PU-L-C-OD-EX12） 

 

 

 我們以往學校都是用自己的校務基金，就是覺得原本負責計畫這些人應

該要留下來繼續銜接他的計畫工作。（051618-B3-PU-S-P-OD-EX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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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能就先把資本門的部份，就是規劃在資本門的部份，可能真的要

等經費真的下來才能動，那經常門的部份我們已經開始做了，就先用學

校的錢支付，那我們資本門不敢動的原因是，因為不知道教育部又有什

麼限制了。（052218-B3-PR-L-C-OD-EX11） 

 

 

 106年的教卓計畫，3月 1號核定啊，基本上我們不可能等到 3月 1號才

開始做，包括像裡面的一些助理的聘用好了，以助理聘用來講，我們從

1月、2月開始就沒有經費，因為 106年的經費還沒有下來，我們就先跟

學校借，那另外就是，像 TA好了，TA在 2月底開學就要開始申請了，

來做了，那這部份也是我先跟學校借錢，所以原則上我們認為要做的，

我們還是做啦。（052318-B1-PR-M-C-NE-EX12） 

 

 

除了預支啟動經費外，某些大學也可能採取另外的方式來獲得資源，例如檢視

同一時期不同政策間的關聯性，申請多樣計畫並統合執行，而這樣的優點在於大學

如果能夠找到不同計畫間的交集，除了擴大運作資源外，各項計畫的執行成效也能

在校內（例如教學品質提昇）及校外（例如學校經營口碑）造成影響。 

 

 我覺得可能世際（大學）也不錯，世際（大學）他們很厲害的是，他們
的人力很充沛，人力充沛的原因是，不是世際（大學）自己花錢喔，他
們很厲害的去拿外部計畫，很多計畫進來就會帶人力進來。（051418-

B2-PR-L-C-OD-EX11） 

 

 

三、溝通形式與機制的完備 

（一）執行運作架構的調整 

大學會依據學校體質與計畫執行期程採取合適的作法，舉例來說，可能從所有

計畫人員共同辦公的大型計畫辦公室，轉而將個別計畫人員打散到個別單位中，讓

這些計畫窗口能夠更為緊密的與不同單位配合。此外，公、私立大學較為不同的地

方在於成立競爭型計畫專責單位的形式和因應速度之上，例如私立大學能夠較為快

速的成立計畫專責單位，而公立大學則大多以現有或陸續成立的單位來綜覽競爭型

計畫的執行。 

 

 

 



172 
 

 我認為做的比較大的一個改變就是希望我的教發中心不是一個所謂的計

畫辦公室，它應該是一個常態性的一個學校的建制，所以我就放棄了所

謂的以計畫辦公室助理集中辦公的這種模式，我們就放棄了，改成，因

為教育部也一直強調說應該要納入學校永續經營的制度，所以我們就把

助理打散到各個單位，然後同時就在教發中心，它原來是以助理為主的

一個辦公室，就改成以行政職員為主的一個運作，那這樣子的運作之

後，……我們能夠逐步的把學校的老師、同學和課程的一些改革，比較

能夠常態化的進行，也比較不容易受到計畫人員的更動頻繁產生的一些

負面影響。（050918-B2-PU-M-C-NE-EX11） 

 

 

（二）定期會議的設置與調整 

因應教卓計畫跨單位性的執行形式，各大學大多會增列不同名目和時程的階段

式例會（包含行政管考類、特色領域類、執行小組類或業務窗口類等類別）、座談

及研習。同時，大學亦會依照組織文化、組織架構、領導範式等因素，採取殊異性

的業務窗口設置（大多為非正式組織編制設置，亦不一定納入績效獎勵機制當中）。

此外，不同大學會依照時程逐步調整並增刪既有的例會、座談與研習等數量，亦可

能會思考是否在例行會議中擴大不同利害關係人的組成面向，或是增列新的任務會

議，以求符合當期計畫執行之需求。 

 

 過去大概就是定期的會議，那你剛剛提到教務處，或者是各系所可能會

有新開的課程或是微學分等新制度，那我們就是透過定期的協調會議來

協調。（082118-B3-PU-L-C-OD-EX13） 

 

 

 因為我們學校 1年有 2次全校老師都要參加的會議，然後講給全校老師

聽，然後當場提問的，或者事後給意見的，我們就接受、消化之後再

做，所以這樣子來回，還有包括去年 9 月我們請學生代表來，所以我們

裡面有一個方案就是學生提出來的，他們希望可以做的，……因為以前

我們的校務計畫當中，職員從來不在裡面，我這次把他們加入，所以這

次裡面也有一個主軸是完全為職員們做的，但是這個就放在校務計

畫，……這樣子光一直去收斂、發表，這樣子來回了超過 5 次，所以是

一個很大的工程。（052218-B3-PR-L-C-OD-EX11） 

 

 

 我們學校執行的狀況應該還可以，因為我們每個月都會開一次教學卓越

計畫會議，這個會議是由校長主持，所有學院的院長、系所主管和教學

卓越計畫的副主任全部都會出席，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會議，每個月都

要開一次，所以對於整個計畫，我們在會議上就開始做管考，保括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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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進度、KPI 達成的情形、經費執行的情況，校長他每次在這個會

議上都會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聲明，所以我覺得這個傳達的機制還算

是不錯。（041818-B2-PR-L-C-OD-EX32） 

 

 我覺得這個有時間序的關係，不一定說好或不好，那第一期我覺得一開

始全國都還沒有人做過教卓，沒有這麼大型的計畫，而且那個時候我們

學校拿到的錢蠻多的，所以透過這種月會的方式，固定的讓大家了解彼

此，是可以讓計畫之間，如果想要合作，或者是未來要發展的時候可以

參考，我覺得這個有很大的幫助，這個是第一期的部份。那第二期的部

份，因為大家已經在第一期的基礎上，已經比較知道自己的方向，那第

二、三期之後，因為他的經費也是逐漸縮減，所以他會變得比較聚焦，

那學校就會比較從主管的角度，就是從管理，他希望擇取的幾個方向，

去做重點的執行，那這個部份就是說，如果把某一個特性整合在一起的

話，他可以比較有效的去執行那個部份，那就不需要開這種固定的月

會、大會，所有人通通都要到這樣子，我覺得他在階段性有不同的優

點。（053118-B3-PU-S-P-OD-EX32） 

 

 

藉由定期會議與逐步調整的形式，不同大學在內部資訊的傳遞與理解上大致能

呈現一個比較均衡的狀態。換句話說，即便沒有參與計畫執行的成員，也容易藉由

不同管道的訊息傳遞，以了解教卓計畫執行的內容。 

 

 可能有做計畫的單位，他很清楚他在做什麼，那絕大部分的職員跟老師

都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所以這一次，我不敢說大部分的老師和職員都

知道，可是我敢說，知道的百分比應該比以前多非常多，因為包括到全

校老師參與就兩次。（052218-B3-PR-L-C-OD-EX11） 

 

 

 行政主管加起來大概也有 7、80 個（調整數量），所以我們光是這個會
議就有 100多個人參加，因此這 100多個人都是參與者啊。那當時有副

主任的時候，我們是副主任來參加，也是一個系一個，也等於說，每一

個系務必要保持被傳達到所有教學卓越計畫要做的事情，都要有效率的

被傳達。（051418-B2-PR-L-C-OD-EX11） 

 

 

具體而言，不同數量與形式的會議主要功能便在於執行雙向轉譯的工作，換言

之，就是將政策文本及內容，用符合大學情境、脈絡與習慣的語言來轉譯給校內成

員，而計畫執行成果或意見反饋等內容，則將其轉譯為正式文書，以供教育主管機

關進行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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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把教育部的這些語言轉成他們聽的懂的語言，然後再把這些藝術家

的訴求轉成教育部看得懂的資料，所以那時候是一個轉譯的過程。

（052618-B3-PU-S-P-OD-EX31） 

 

 

（三）計畫窗口的設置與調整 

配合不同時期運作架構規劃的計畫窗口設計，主要功能在於銜接不同單位與計

畫主責單位，其規模與工作內容則可能因為經費規模或學校架構而有所不同，其亦

有助於提升行政庶務運作的流暢度。舉例來說，某些大學會由系所教師兼任教卓副

主任，以處理計畫訊息傳遞與彙整工作，某些學校則直接由計畫助理負責對口業務。 

 

 我會覺得行政那邊要有一個很了解狀況和對口的人，因為學校有 90個系
（調整學系數目）、10 個學院（調整學院數目），然後又有各個處室，
所以全部都是在教資中心，每個助理去對所有學院和單位負責，就變成

說他們的工作很忙，可是我們在每個系所作執行的時候，就會很希望了

解一些狀況，或者希望以些事情可以有人來幫忙處理，所以我覺得如果

說在中央的地方，有更多的助理，而且分工得很清楚，而且他們對於整

個計畫執行的方向，或是經費的報帳，還有一些行政程序方面都很清楚

的話，然後由中間那群人去做統籌，可能會方便一點。（041818-B2-

PR-L-C-OD-EX32） 

 

 

 我們從 104 年那時候開始，為了讓整個計畫執行上面比較順利，那也增

加跟院、系的溝通，因為那個時候慢慢開始項目比較多一些，所以我們

那個時候成立教卓副主管，就是每個系、每個院會有一位老師他來擔任

教學卓越計畫的副主管，那我們定期，那個時候是每三個禮拜開一次

會，看看說各院、各系他們在推動上面有沒有什麼困難？那他們想要做

的項目是什麼？那這個一直延續下來，所以在整個跟院、系的溝通上

面，其實我們是透過這個教卓副主管，每三個禮拜一次的計畫管考會

議，然後去做教學跟行政單位的雙向溝通的一個管道。另外就是我們在

每個院，每個院我們也配有一位專任助理。那也是來彙整，績效指標也

好，或者是彙整大家的意見也好，直接跟我們辦公室這邊做一個溝通和

反應，大概就是這樣的模式。（052318-B1-PR-M-C-NE-EX12） 

 

 

 那這些資料都要各單位、各系所或各處室來彙整，對不對？那他們有一

些可以叫的動，有一些就沒辦法啊，這是事實啊，所以比較大的你就必

須要由校長或教務長去協調，不然簡單來講，如果我們那邊配置一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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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計畫的助理，那當然就是聽我們的啊，那就很方便啦。（051318-B1-

PU-L-C-OD-EX11） 

 

（四）社群平台的設置與調整 

教卓大學大多希望藉由教師社群平台的設置，來吸引不同領域或取向的教師群

體。舉例來說，當計畫執行成果改變氛圍或形成刺激時，教師社群就能夠成為一個

媒介，將形式參與或觀望的教師吸引到計畫執行的範疇當中。 

 

 我覺得像教卓他會提供資源，讓你作這些成果分享，建立這種交流的平

台，這一塊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尤其是像有一些新進老師，他剛進來

這個環境，他並不曉得要做什麼，或者他不太熟悉的時候，他看到別人

怎麼做，他就會學習並應用在他自己的課程上。（052618-B3-PU-S-P-

OD-EX31） 

 

 

 這個東西只要是他的專業，他有興趣的東西，他其實就會 100%的投

入，那學校只是搭建這樣的平台，讓這些老師有機會做一種新的嘗試，

這個是我們學校我覺得非常具有特色的部份。當然，就是還是會出現那

種，願意做的老師做得很辛苦，然後其他人就好像沒有關係，但是我覺

得會被改變，……因為你如果一直要解決做不到的事情，一直在處理困

難的時候，就會被他給限制住。因為你要解決這個人的問題，可能非常

的困難，然後又很單一，其實不是那麼全面性，可是當你做出一個

model的時候，大家就會想要 follow。（052618-B3-PU-S-P-OD-EX31） 

 

 

 你就要去找一些比較有教學熱情的人，然後他們來做，那做了之後，有

什麼成果，我們也會在系務會議裡面去做分享，那其他老師看了之後，

也會覺得說，這個看起來好像不錯，我是不是也要來參加一下，類似這

個樣子。你一定要先去找一些自願，或者比較有熱情的老師來加入，先

做一些嘗試跟改進，然後在讓其他老師想說，我自己是不是也要加入，

來改變一下這樣子。（112218-B3-PR-L-C-OD-EX21） 

 

 

 最大的困難其實還是老師啦，…，那你要找那個願意做的老師先來做，

然後總會有老師願意做，那做了之後，他會有一些成果，然後再來影響

其他當初覺得不看好的老師來。（112218-B3-PR-L-C-OD-EX21） 

 

 

從訪談分析中可以發現，即便許多大學努力嘗試設立多元的教師社群，依舊還

是存在拒絕或形式參與的教師及成員，其中又以公立大學的此一現象最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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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會來的就會來，不會來的還是不會來，除非你硬性規定，我們學校

大概有這樣做了啦，就是硬性規定，就說你一年大概要參加幾場的教師

增能或教師知能活動，那這樣的話就可以提高老師們的參與，不過這樣

一來，其實他就是被迫的喔，而不是主動的，所以我覺得真的願意投入

主動、真的參與投入的，50%就已經很好了，另外一半可能就是覺得，

反正我就是學校規定，我就來參與一下，這樣而已。（041818-B2-PU-

M-C-NE-EX31） 

 

 

 最大的問題還是在人，那所以怎麼樣讓大家可以覺得說這個計畫真的對

學校有一定的幫助，那怎麼樣讓老師們或學生們覺得說這個是他們真正

想要去做的，那這些經費來講也可以讓他們去做真正想做的事情，所以

我們大致上為了達成這樣的想法，我們就變成說沒有一定強迫大家要去

做什麼，而是讓大家來去提說他們想要怎麼做，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在這

個部份給他們一些資源，給他們一些挹注，但是大方向我們還是抓住

的，就是學校有學校的發展方向，那所以透過溝通，透過大家的討論，

想辦法來去化解歧見，這大概是我們實踐下來，從以前到現在，可能最

大的困難都還是在怎麼樣去獲得全體師生的認同，但是我想這個可能是

永遠沒有辦法達到的。（052318-B1-PR-M-C-NE-EX12） 

 

 

面對計畫光譜兩端的學校成員，公、私立大學採取的作法雖然不盡相同，不過

重點都在於初步匯集認同教卓計畫的成員，並藉由氣氛營造和團體激勵等因素，逐

步吸引並擴大執行教卓的成員比例。換言之，漸進改善形式參與的現況，以提昇實

際參與的品質。 

 

 那我就會覺得這種事情就是說每一個學校裡面都會有這樣子的人，那比

例的多寡，那有一些學校，私一（大學）也有，一些老師是不願意動
的，那我覺得比較好的地方在於說，私一（大學）去把中間那一塊往願
意動的地方去移，那用了很多的方法。……但在公五（大學）這邊就變
成說，他還是比較公立學校，雖然有一些老師願意投入，但是中間的那

一塊，大家會觀望，那如果他跟計畫推動的人比較好一點、比較熟一

點，那他就會投入，或者他知道的比較多一點，他就會試著投入看看，

願意投入看看。（110518-B3-PR-L-C-OD-EX12） 

 

 

 因為在做的東西你不可能只有幾個老師在做，你也不可能是行政人員去

做的，一定是我們教學，第一線教學的老師，還有做研究的這些老師

們，整個老師他要去動起來，不過我們也知道大學老師們的本位主義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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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重，但是至少有幾個比較有熱心的，然後大家慢慢帶動。（041818-

B2-PU-M-C-NE-EX31） 

 

 有資源可以使某些有心的老師，更有資源把東西做的更好，那這些有心

的老師把他們的教學做的更好了之後，也會去造成一些做不好的老師的

壓力，或一些刺激。（051318-B1-PU-L-C-OD-EX11） 

 

 

（五）誘因機制的設置 

誘因機制的設置目的在於解決1、新進教師蠟燭多頭燒的困境、2、教師本位主

義的影響。正因為教學卓越對於多數教師而言是事多利少的苦差事，因此教卓計畫

的執行工作多落在新進教師頭上，一方面為了能夠讓新進教師能夠從執行教卓計畫

中得到實質效益，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夠吸引資深教師投入教卓計畫之中。是故，誘

因機制中的多元升等機制以及研究配合性，就是為了讓教師有事半功倍之感，進而

提高教師投入教卓計畫的意願。以多元升等機制為例，傳統上大專校院的教師升等

機制多以研究升等為主，而多元升等機制的建立便是為了鼓勵並吸引其他類型的教

師投入教學提升當中。 

 

 所以剛開始我再推動的時候，面臨到最大的困難是，絕大部分的、陽春

的教授，就是一般的大學教授他的意願不是那麼的高，因為他要額外做

一些事，可是對他的升等或收入都沒有幫助。（052118-B3-PU-L-C-OD-

EX11） 

 

 

 老師參與的意願可能不見得很高，當然就傳統上面教師的升等，或者是

在學術的地位，都是看研究嘛。他執行個計劃對於他剛剛講的那些事情

沒有幫助，那當然現在教育部在推這個多元升等，或許有一點點轉機。

（052118-B3-PU-L-C-OD-EX12） 

 

 

 我覺得如果那個教學多元升等可以更早啟動的話就會更好，像是我剛講

的，之前我們找了很多老師，就是感覺真的在燃燒老師的熱情，他們投

入了很多，可是他們的升等會受到一些影響。另外你看教卓他其實是這

10 幾年來最大的一個計畫，他完全不重視這個，那學校投入的老師和行

政人員，你其實沒有辦法給予他們任何的獎勵，或者是說，在老師的評

鑑或升等上被獎勵，就是他的 credit 應該要被承認，我覺得會比較好。

那其實就是讓老師的投入會被看到。（110518-B3-PR-L-C-OD-EX12） 

 

 

 



178 
 

不過因為研究論文升等的風氣和制度都已行之有年，所以這策略執行的成效目

前看來仍是有限。 

 

 因為我看到我們人資處跟研發處很努力在辦多元升等的考評，這其實是

我們在教卓遇到的最大的挫折之一，就是多元升等，推半天，老師不過

來啊，還是在那邊寫論文。（052218-B3-PR-L-C-OD-EX11） 

 

 

就研究配合性來說，透過具有教育相關系所大學的經驗來看，因教卓計畫的內

涵比較容易和教育系所的教師既有的研究計畫結合，此時，可以看見該院系所教師

參與的比例顯著提升。所以，研究配合性對於提升教師參與是一個正向的拉力。不

過，其他大學也可能就其本身計畫的內容，而能夠讓不同系所教師參與和融入，進

而能夠讓實際參與教卓計畫組成較為多元。 

 

 至於有沒有什麼獎勵，對我們來說好像也都還好，除非今天你真的有規

定參與這個教卓能夠增加你升等的機會，那很多老師都馬衝過來做了，

但是這樣不行。因為基本上，因為我們還是走研究升等，然後有一種就

是，除非你今天本身就是教育系所的老師，或是教學系所的老師，我今

天參與教卓，我剛好可以拿教卓的資料來，例如說我剛好在研究高等教

育教學的，那不就太完美了嗎？就有現成的東西可以做，然後又跟我的

研究有關。（041818-B2-PU-M-C-NE-EX31） 

 

 

不過，其缺點可能在於如果該大學為綜合型大學，雖然教育系所的融入與執行

程度高，但其他單位的參與程度相對低落。 

 

參、小結 

從下表 4-3-1 中可以了解，就執行計畫內部困難中的外在限制、資源不足與運

作不易等 3 面向，大學除了實質性校際交流的問題未能提出具體的因應策略外，大

多能依照學校類型與體質設計符合自身需求的計畫執行作為。舉例來說，為改善任

務導向組織對人員流動率的影響，公、私立大學對應組織調整的時間及形式雖然不

同，但都以維持人員穩定度為主要原則。藉由漸進式的調整策略，如專責行政人員

的建置以及獎勵機制的規劃，來解決人員流動高的問題。此外，就運作不易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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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如運作組織架構的調整、定期會議、計畫窗口、社群平台的設置與逐步調整

以及誘因機制的設置，也大多能初步滿足大學執行教卓計畫的需求，當然也存在後

續的改進及提升空間。 

此外，從大學角度看教卓計畫執行產生的問題，可能在於政策主導機關並未能

了解大學經營與改善需要獲得的協助為何，以教學面向為例，學生與教師應該成為

該面向的核心，然現行教卓計畫的設置卻較為側重制度或行政面向，換言之，資源

分配在大學現場可能成為執行教卓計畫的主要內涵，而在時間與教師獲得資源等不

同侷限下，能夠達成的效用便相當有限。然而，從政策工具選用角度來看，政策工

具組合規劃與選用的原因便在於具體達成政策目的或解決現況問題，各類大學的體

質或特質便不是目標設定的主要考量，對於教卓計畫的理解與詮釋不同，亦會成該

政策工具實施良窳的影響原因之一。據此，某些領域或項目是否適合採取競爭型計

畫做為政策推動之方式，便有待政策主管機關進行更進一步的評估與考量。 

 

表 4-3-1   

高等教育機構執行教卓計畫之內部困難與因應作法一覽表 

內部困難 大學回應 

組織侷限 
兼任人力為主 1、專責行政人員的建置 

2、獎勵機制的規劃 人力流動率高 

資源有限 大學例行資源不足 
1、資源定位、分配與應用 

2、校務基金的預支 

運作不易 

跨單位合作的困境 1、運作架構的調整 

2、定期會議的設置與調整 

3、計畫窗口的設置與調整 

4、社群平台的設置與調整 

5、誘因機制的設置 

組織特性的限制 

教師本位主義的影響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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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高等教育機構因應競爭型計畫之建議 

 

— 我們沒有一個完整的高教藍圖，所有都來自外面的力量，而不是大學真心想去

走這一條路。 

（052118-B1-PR-M-C-NE-EX11） — 

 

本節主要針對大學執行教卓計畫的檢討與反思進行探究，除提供後續結論與建

議參考之外，亦希望進一步了解大學對未來競爭型計畫的需求與想像。從訪談分析

中可以發現，大學對於教卓計畫大多還是抱持正向的態度，例如提供制度改善或特

色建立的資源等項目，但同時也存在對政策強烈引導性及大學趨同化的質疑。以下

分就（一）核心理念與執行策略的配合、（二）經費補助策略的改變、（三）計畫

規劃機制的精進、（四）提昇評選機制的專業性與公信力等項目進行探究。 

 

壹、核心理念與執行策略的配合 

教卓計畫的理念主要是強調以學生為中心，然而執行設計卻是從教學角度出發。

由於學生中心與教師本位切入視角的差異，使得理念與執行產生落差，最後教卓計

畫預期的確保學生學習成效以及教師典範移轉兩部分，成果不如預期。 

 

 那這個計畫本身是對的，至少這 10幾年來確實對臺灣的教學環境產生了

一些改變，只是我剛講的，他一開始的理念就出了問題，一個是從教的

角度去談，一個是從學的角度去談。（052118-B1-PR-M-C-NE-EX11） 

 

 

 如果你從成果的豐碩去看，這個計畫成功了沒有？有，因為各大學確實

這 10 年累積了太多成果，可是這些成果回到他做這個計畫最基本的東

西，確保學生學習成效的原始理念部份，效果是非常有限的。（052118-

B1-PR-M-C-NE-EX11） 

 

 

 教學卓越計畫，事實上，這一波的學生學習成效他並不是說要把整個大

學的教育全部把他做改變，他事實上只有一個很簡單的概念，要老師的

paradigm，從過去的教師教學本位，轉到學生學習本位，可是這 10年下

來，你真正看到，教學現場裡面，老師從教師教學本位轉到學生學習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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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比例，我可以跟你保證，是微乎其微的。（052118-B1-PR-M-C-NE-

EX11） 

 

從訪談分析可以發現，研究參與者已覺察當核心理念與執行策略配合度不佳，

是難以達成預期成效的。所以，未來不管是政策制定者或是執行者，都應主動留意

核心理念與執行策略的立足點是否一致，才能夠確實達到預期的計畫目標。 

 

貳、經費補助策略的改變 

就長期運作面向觀之，競爭型計畫對大學提供的助益還是有所侷限，換言之，

當經費未能持續同時，許多尚未制度化或常態化的改變，都可能因為無法維續而導

致失敗。換言之，當競爭型計畫執行了一段時間後，政府宜思考將適宜維續的項目

改以常態性的運作性經費支應，以大學常態經營策略取代競爭執行機制。 

 

 基本上他不是產生一種正向的文化的改變，而是一種，某一種特定計畫

導向的一種改變，那這樣子的話，他在經費沒有持續性支持的狀況下，

就很難變成一種常態性的改變，所以教育部雖然喊說學校要去考慮常態

性的永續經營，可是那基本上在整個制度，或經費設計上，或者在整個

推動上，他就沒有重視到這一塊。（050918-B2-PU-M-C-NE-EX11） 

 

 

 教育部的競爭型計畫當然有他的一些特別重視的項目，我認為對於學校

的改變，或者一些重要的一種整個高教制度要關注的課題，我認為多少

還是有正向的影響。不過如果他本身也跟頂大落入一樣的，有錢就做，

沒有錢就退，那這樣子的話，我認為這個制度就是失敗的。（050918-

B2-PU-M-C-NE-EX11） 

 

 

倘若後續競爭型計畫還是會持續維持著高度競爭的特色，政府宜思考常態性運

作經費與競爭型計畫經費間不同的角色設定與配合，對於競爭型計畫的退場機制亦

應一併進行規劃與考量。 

 

 競爭型的計畫有一個絕對的標準，支持型計畫他就是你學校的特色的計

畫，你的中長程校務的計畫，所以這個就會有點不太一樣的取向，所以

他的差別會在這裡。（052618-B3-PR-L-C-OD-EX11） 

 

 

 



182 
 

 我的想法就是說，有一部份是競爭型的，然後在這個計畫裡面，有一部

份要變成是常設的、常態性的。（111018-B2-PU-M-C-NE-EX21） 

 

 

參、計畫規劃機制的精進 

（一）理解大學定位及需求 

研究參與者提及，現階段的政策計畫的規劃機制，可能因為政策目的或其他社

會因素，可能會出現政策制定者同一時間頒布太多計畫需要學校端配合執行。例如

某一新穎教育概念的崛起與風行，該概念之提倡者便會被邀請至政策制定團隊擬訂

計畫，而這些新計畫可能會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結果形成大學在爭取與統合計畫

的困難。最終，大學端非但無法找到自己的特色定位，反而只是流於疲於奔命。 

 

 其實往往我們會以我們想要的去決定其他人他們需要的，那這個往往會

造成一個問題就是，其實他們不需要這些東西，但是我們確是認為他們

想要這些東西，然後我們就把這些東西強加在他們那邊。（052318-B1-

PR-M-C-NE-EX12） 

 

 

 今天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今天臺灣的大學找不到自己的定位，那

為什麼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就是因為有太多教育部的計畫、有太多的學

者，這個是大哉問的問題。（052118-B1-PR-M-C-NE-EX11） 

 

 

因此，研究參與者希望政策制定者能夠理解大學端的需求，進而有系統地規劃

新的政策，有效協助學校成長與發展。此外，從訪談分析中可以發現，教育部曾經

嘗試進行大學分類，而教卓計畫說明會時不同大學亦反映學校類型對計畫運作可能

產生的影響。不過迄今為止，該議題依舊停滯在問題建構與議程設定的歷程當中，

當然亦無法與競爭型計畫的規劃或獎助形式進行配搭。 

 

 教育部想要嘗試做，但是他又沒有魄力做，譬如說，他之前找黃榮村再

回來的時候，去推動大學要分類，例如說研究型，他在做第一次校務評

鑑的時候，我忘了是幾年，大概是 98 還是 90幾年的時候，他做校務評

鑑，他就要讓各個學校去選，可是實際上大家都很怕選，因為牽涉到招

生，又很怕學校被完全的定位，例如說，教學型，那你的研究都不做

嗎？所以就會有越來越多的名詞出現，私一（大學）就弄了一個教研雙
軌（調整名稱），或是有一些學校說教研並重，或者有一些教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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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大學，或者是研究的教學型大學，那到底是那一個？所以我會覺得有

一點可惜啦。（110518-B3-PR-L-C-OD-EX12） 

 

 因為每個學校的屬性不一樣，在說明會的時候，其實很多學校他們也提

到這個部份，像有些學校他們可能是以人文為主，那有些學校他們可能

在教學上面，或者在研究上面，或者像有一些他是醫學類的大學，那有

些他們可能是比較小型的學校，大概像這樣子，每個學校的屬性不一

樣，所以以前教卓大家一直詬病的，就是他可能讓學校趨同化。

（052318-B1-PR-M-C-NE-EX12） 

 

 

亦因為缺乏分類機制與獎助機制的配搭，為達成競爭型計畫的指標績效，不同

類型的獲獎大學都會極盡可能的完成預期目標，換言之，原本大學分工的系統會逐

漸轉向大學趨同的樣態。 

 

 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所有事情都一樣，所有的政策從最基礎到最

終端，研究也是一樣，研究本來就要有一群人去做所謂的前瞻的基礎性

研究，有人做這類研究後，有一群大學主要工作在做應用研究，另外有

一群大學在做產學合作，可是我們不是，我們今天所有的大學全部要衝

SCI，我們今天所有大學全部要做產學合作，我們教育部鼓勵所有大學

都要去做全員性研究，這是很怪的一件事情。（052118-B1-PR-M-C-NE-

EX11） 

 

 

 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沒有做分工，台大的教學方法和教學的東西，跟後

段班的思齊大學（調整學校名稱）應不應該一樣？應該不一樣啊，不只
研究、不只教學，應該都不一樣嘛，甚至連服務也應該不一樣，但是我

們做出來卻差不多都一樣，大家都在搶同樣的東西，預期的成果都達成

了，可是實際上真的對整個教學的改變有多少？我還是跟你強調，回到

我最早跟你講的，那個理念出了問題。理念出了問題，執行就沒有那麼

到位了。（052118-B1-PR-M-C-NE-EX11） 

 

 

 你看科技大學跟高教系統的學校，你會發現說，高教系統的學校他之間

的差異很大，就是幾個比較大的學校他的錢拿的比較多，那其他學校拿

的很少，相對來說比較少，那科大他就差不多，那為什麼會這樣？這是

因為之前有所謂頂大的經費，那高教這邊的學校，那其實像是臺大、成

大、交大或清大，這幾個學校拿的錢相對來講也變少了，因為他要分給

其他的高教體系大學，然後科大的話，你會發現有一些科大拿的錢比私
一（大學）還多耶，那這並不是他們做的比較好，而是因為他們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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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這對大家都不好啊，所以就變成是說他沒有一致性的標準跟作法。

（112218-B3-PR-L-C-OD-EX21） 

 

從公、私立大學回應中也可以發現，其對於競爭型計畫的態度與想法並不相同，

而原因可能來自於對經費需求程度的高低，或是校內權力運作後的經費分配差異等

面向。 

 

 我覺得部裡面的那個中心準則要訂的很清楚，然後部裡面一定要把頂大

跟我們一般的教學型大學，一定要訂得很清楚，讓我們有一個 follow 的

根據。我覺得說穿了就是，所有私校都一樣啦，我們每一天都在猜部裡

到底期待的是什麼，或者到底什麼時候部裡面會給我們一個更根本的指

示，那個對我們來說才是更重要的。（051218-B3-PR-L-C-OD-EX11） 

 

 

 你看當初教卓開始的時候，批評最大的都是公立學校，尤其是後段班的

公立學校，因為前段班都已經進去 5年 5百億了嘛。那你說做好哪些準

備？我覺得真的就是要改變想法啦，我真的講難聽一點，如果真的學費

跟高中、職齊一化的話，國立大學的競爭力真的太弱了。可是這是一個

結構性的問題啊，教育部也無力馬上改變嘛。（110518-B3-PR-L-C-OD-

EX12） 

 

 

從大學傳統定位來看，教育大學應該能夠較為契合教卓計畫的目標與執行項目，

但就實際獲得補助的校數、期程與經費觀之，卻反較某些私立大學更少。可見教育

大學不一定能夠在提出計畫或執行歷程中充分展現自己的特色，又或者教育大學在

爭取競爭型計畫的能量是比較欠缺的。 

 

 教學卓越本來就應該是教育大學的強項，可是教育大學反而是都沒有拿

到這個獎。所以有時候外面在批評教育的人過去都比較保守，保守這個

我是覺得可以接受的，可是如果教育是把自己封閉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我覺得那就不好啦，所以整個政策不算是成功，但是也不要講他失敗

啦，可是他真的沒有成功。（052118-B1-PR-M-C-NE-EX11） 

 

 

 

 

 

 

 



185 
 

（二）競爭型計畫基礎設定的改變 

教卓計畫有其引導性與強制性的特色，就其規劃與設計形式觀之，便可能在某

些層面上對大學融入自己的校務計畫形成障礙。換言之，教卓計畫係以額外計畫的

形式進行，與大學自身的校務計畫可能產生匯流的困難。 

 

 教卓計畫他是額外計畫，所謂額外計畫就是說，你這個學校做的東西，

申請這個計畫，所以不能跟你校務的發展的內容一致，也不能是你原來

就想做的，然後甚至是你做的東西要額外的人、體制等所有的東西，都

要單獨拉出來，等於是在既有的學校發展之外，讓你多一些東西變得卓

越，可是這個作法是很奇怪的，因為他等於是學校有一個主要的發展策

略，可是有一批人，有一批作法，是跟既有的模式不一樣，然後想辦法

要創造一個不同的氛圍。（052618-B3-PR-L-C-OD-EX11） 

 

 

因此，研究參與者希望「額外計畫」的基礎設定，能夠在未來的競爭型計畫規

劃中改變。希望能夠讓大學端有彈性讓競爭型計畫和既有的校務發展計畫做結合。 

 

（三）執行成效的持續維持 

此外，思考外部經費補助機制時，除競爭型計畫或支持型計畫等範疇外，研究

參與者也希望政策制定者未來能嘗試將即將退場或經營不善的學校列入考評項目，

以其他形式進行協助，如此一來，經費的應用上才能更有效率。 

 

 我覺得國家投入了那麼多的經費，他也可能要有事先的打算，要先止

血，哪些學校可能有問題，他就不要給他這種競爭型的計畫。（100318-

B1-PR-M-C-NE-EX13） 

 

 

此外，從計畫規劃、執行、評鑑到接續計畫的備審資料等項目，全面性數據支

持系統的提出和建置其實並未一開始就納入教卓計畫當中，因此，就某些執行成效

與回饋上就沒有辦法獲得更好的績效。 

 

 比較全面性數據支持的，我認為這個是做的比較晚的，那如果說這些是

先做，然後相對零星的指標晚一點做，那可能在執行上，可能就不會引

起那麼多負面的批評，那也許效果上就會比過去這 10幾年執行的更好一

些。（050918-B2-PU-M-C-NE-EX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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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就做一件事情就好了，就公開他的教學資訊，他的這一些在教育方

面上的所有的東西，就是學校用公開、開放的角度，來把他做的什麼事

情對外宣示，用這樣的方式來回應他拿到的經費，他做了什麼，然後跟

外界做妥善的說明。（051618-B3-PU-S-P-OD-EX11） 

 

 

 公一（大學）跟臺灣大學，在共同指標上面呈現出來的差異很可能不是
專業差異，很可能只是資源差異等等而已，所以這些東西其實意義沒有

想像中那麼大，那什麼樣的東西才能夠呈現出學校的特色，應該是由學

校來定義會比較好。（051618-B3-PU-S-P-OD-EX11） 

 

 

據此，當計畫執行呈現不穩定或效率降低的狀態時，政府及大學都應該要持續

檢討經費運作的情形，以作為政策持續、政策變更或政策終結的決定參考。 

 

（四）行政單位應負起規劃責任 

不少研究參與者質疑競爭型計畫規劃中權力關係的影響。舉例來說，某些能夠

預先獲知計畫內容的大學，便能更為從容的準備各項配套作為。再者，某些計畫的

規劃執行，政策主導機關僅站在計畫發包的角色，至於規劃、執行與評鑑等項目則

大多委由外部單位進行，換言之，握有權力的政府機關其實並未肩負相應的責任。

據此，在競爭型計畫的啟動上，除了重視內容的設定之外，對於管考等相關機制皆

應該以更為審慎的態度進行研擬。 

 

 你今天問到教育改革、教育行政，一樣的道理啊，所以譬如說，我要推

資訊教育，我要推什麼東西，我就找一個人來規劃，這個人在規劃的時

候，他的徒子徒孫，他就告訴徒子徒孫，教育部現在要推什麼計畫，要

做什麼了，你們趕快準備，方向是什麼，審查的重點是什麼，每個單位

準備好，然後計畫案出來，就可以最快的速度申請到，是不是？然後，

做完了根本沒有人 care那個結果是什麼，是不是？（052618-B3-PR-L-C-

OD-EX11） 

 

 

 從以往政府單位執行不同計畫的形式來看，他從不同單位得到預算，所

以他就委託學者去規劃，所以出了事是學者的規劃，規劃完了以後，他

就委託各個單位來申請經費，所以就由各個單位做，做的不好是那些單

位的事，那他最後再委託學者來做評鑑，就是指責你做的不好、你做的

不好，對不對？對，所以，公部門很多單位只能做分包的工作，……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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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單位執行，我就來督導他做的好不好，所以他就完全不必負任何責

任，你了解嗎？規劃的有問題，是規劃的學者做的不好，然後申請的時

候，發包了以後，執行的不好，是執行單位的問題，那評鑑出了問題，

是評鑑委員有問題，這關我單位什麼關係？所有東西都跟我無關，我只

負責分配錢、發包，你現在想想，邏輯是不是這樣？（052618-B3-PR-L-

C-OD-EX11） 

 

（五）處理內生性限制產生的障礙 

研究參與者提及教卓計畫的規劃與發布施行其實令大學端無所適從。例如從計

畫試辦階段積累的成果，其實尚不足以建構執行模式，所以在計畫指標的說明與指

引部分，缺乏對應的實踐範例。換言之，政策制定者並未明確提出他們的政策期待，

而是交辦各大學從相應的指標中自行摸索達成目標的策略。而且，各計畫中指標的

強制力與大學的詮釋彈性不盡相同，這些過於模糊的地帶對大學於執行計畫時形成

困難。本研究定義之內生性限制，係指由於競爭型計畫之目標設定、內容架構、評

選機制或評鑑形式等項目，對於大學執行該計畫之侷限，舉例來說，大多數大學執

行教卓計畫時為維持評選優勢，採取保密原則的狀況下，大學間反而無法有效交流

與學習。 

 

 臺灣其實是資訊嚴重落後，國外的創新教學改革沒有人關心，沒有人

做，我們是閉門造車，我們以為我們在做改革，做了這些小的補釘的改

革，我們從來沒有認真做。（052618-B3-PR-L-C-OD-EX11） 

 

 

 臺灣就是，譬如說，重視教學，可是怎麼重視教學就讓各校自由發揮，

可是很多時候變成我們自己要去做功課，那我會覺得這個其實是教育部

要做的事情，然後把這個東西要讓大家去知道，不是各校自己去找，那

搜尋成本很高啊，他不是都有各主要國家或城市的駐外單位、教育組

嗎？他不是應該要去做這些事情嗎？或者他也可以委託臺大或是政大，

或是國外的人，他可以找人來談啊，他應該在徵求計畫之前，他自己要

先做功課，然後再把這個丟出來。（110518-B3-PR-L-C-OD-EX12） 

 

 

 教育部應該做好政策實施前的研究，然後給學校大方向，讓學校能夠自

主發展。（110518-B3-PR-L-C-OD-EX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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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就是教育部偷懶的地方，我為什麼這樣講？因為他找了一批

委員，他剛開始找的委員都很大咖，黃榮村、曾志朗，都是擔任過校

長，或是某些重要的職位，因為他要公平，非常的嚴謹，那另外他也找

了一些人來蒐集資料，所以 KPI 那些就是不斷的堆疊，持續的加上去，

所以後來就會越來越瑣碎，後來又用質量化。但是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為什麼他偷懶？就是你看大陸的 211 或 985，他就是由國家找一批委

員，或找人去蒐集資料，就是世界高等教育的趨勢是什麼，要怎麼走？

他只有一個大的方向，然後接下來他就按照這個方向來徵計畫，那作法

還是一樣由教育部來提供，但是一些大方向，不是細節的作法，他還是

讓各校有一些自主。（110518-B3-PR-L-C-OD-EX12） 

 

 

 如果你沒有一個架構在那邊，你叫大家亂做嗎？這樣也不對。教育部他

有教育部的立場，他是政策的規劃者，除非他今天立的柱子很奇怪，他

是歪的，那我們當然是覺得有問題，但是如果他立的框架在哪裡，然後

裡面讓你自由發揮，我覺得這樣就可以啦。我寧願他的限制，我要他限

制得很清楚，但是不要說不該限制的他也限制了，他的限制要先讓我們

知道遊戲規則是什麼。所以我覺得有框架在，但是還是要讓各校自己發

展。（041818-B2-PU-M-C-NE-EX31） 

 

 

教卓計畫的有限名額規定下，雖然獲得計畫獎助的大學持續超出法規上限，但

各大學依舊對於當期教卓計畫的內容嚴格保密，執行成果亦大多以簡要的形式公告

周知。換言之，保密與交流的兩難困境，亦是內生性限制的主要概念，似乎未能在

教卓計畫推動的不同期程中獲得平衡。 

 

 因為我們看不到其他人的計劃書，我現在的意思是說，你可以讓我們互

相觀摩，但是看了以後，所謂的同質性又來了啦，他就說不讓彼此模

仿，我的計畫我也不願意讓人家看啊，他們的計畫也不願意讓我看啊，

同樣的道理。（051418-B2-PR-L-C-OD-EX11） 

 

 

 每個學校都會把這些內容視為學校的機密，所以讓大家來去參與是一個

想法，但是執行上面也會有這樣的顧慮，就是像可能很容易那個內容就

會有外洩的可能性。（052318-B1-PR-M-C-NE-EX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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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管考機制思維的改變 

另就管考機制的規劃與實施面向，研究參與者希望政策制定者能夠改變現下以

防弊思維的管考制度，而是能夠給予大學更多的執行彈性，進而提升計畫執行的整

體流暢度。 

 

 那競爭的東西，很多的這種管考，這些東西都是對教育的不信任，對教

育者的不信任。像現在很多教育行政上的流程，都是為了防弊，而不是

讓流程更順暢。（051618-B3-PU-S-P-OD-EX11） 

 

 

 計畫的錢如何發？學校間如何交流？都是值得再思考的部份，因為太過

競爭的話，學校之間的經驗或計畫內容就無法真實交流了。（110518-

B3-PR-L-C-OD-EX12） 

 

 

肆、提昇評選機制的專業性與公信力 

研究參與者對於計畫評選機制亦提出許多諸多疑問與反思，主要包含評審委員

的組成運作，以及計畫評選與審查形式。從訪談分析中可以發現，不同大學認為計

畫評選結果主要受政策主導機關的主觀印象與審查委員的影響，而評選委員的背景

與專業性亦可能受到程度不一的質疑。部分研究參與者對教育部的公信力提出挑戰。

因為大學端認為身為主管機關的教育部未能提出一致的遊戲規則，同時對經費如何

分配也早有定見，所以研究參與者對於教育部在計畫評選與經費核定過程中扮演的

角色與影響產生質疑。 

 

 而且教育部去年的幾次公開說明會，每一次說的都不一樣，他對自己在

說明會自己講的所有的 rules，他都可以推翻，那這個公信力在哪裡？

（052218-B3-PR-L-C-OD-EX11） 

 

 

 我的回答可能比較另類啦，我覺得委員的影響不大耶，我覺得本來教育

部就把餅切好了啊，我這樣說很直接啦，希望你不要介意，但是這次經

費下來，我的看法是這樣，為什麼？不是說，因為他來文就跟我們講

說，你可以補助你以前計畫的幾分之幾，他已經都限制在那邊了啊。

（052218-B3-PU-L-C-NE-EX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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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卓裡面我的感覺是，其實大家好像對於各個學校他們的作為，就是學

校能夠做出什麼樣的東西，好像都已經有一定的了解，這個一般性的評

價，就是人家覺得私二（大學）做的好不好，其實人家在心裡面已經打
了基本，我根本就認為超過 50%以上的分數，是原本這 10年長期觀察幫

你打好了。（051218-B3-PR-L-C-OD-EX11） 

 

 

部分研究參與者指出，審查委員是否為該學校特色領域的專家、審查委員的組

成都可能成為左右計畫評選的結果。 

 

 可不可能作假？可能啊，然後如果今年我看到其他學校申請到什麼，我

也就來複製，所以同質性的問題就會產生，而且我也會投教育部所好，

或者當我知道某一些委員，我會投其所好，你喜歡聽什麼，我就做什麼

給你看。比如說，你問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些東西？有人講，因為有那一

位委員會重視什麼，那是不是你學校適合？是不是你學校需要？不知道

啊。（051418-B2-PR-L-C-OD-EX11） 

 

 

 那後來我們到決賽的時候，好像差了 1 名還是 2名就進去了，但是那個

時候審查委員都是外科系啊，他沒有把我們的特色項目考慮進去，那個

時候我有抗議啊，我有說，我有特色項目啊，……所以我們就

challenge，但是他們都是外科系的，不是視覺藝術專業（調整專業領域
名稱）的老師，所以這樣的話，我們就失去那個機會。（052618-B1-

PU-S-P-OD-EX11） 

 

 

研究參與者指出，從人事因素、評鑑審查的形式到計畫評選的回覆，不同大學

都存在回應與理解的困難，也難以看出大學獲得獎助與否的標準。  

 

 為什麼一個大學在我劉自強（調整校長姓名）當校長之前，我年年都拿
到教學卓越的經費，我沒當校長了，突然我教學卓越的經費就沒有拿到

了？那就表示什麼？那就表示一件很弔詭的事情，就是表示過去這個學

校做的教學卓越成果都是唬爛的摟？否則怎麼會下一年就拿不到經費，

如果他真的是一個延續性的經費，應該理論上執行教學卓越經費的學校

應該是越墊越高啊，怎麼會突然在 4 年、5 年後，我不當校長了，學校

又回到原點了？（052118-B1-PR-M-C-NE-EX11） 

 

 

 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審查委員在想什麼？審查委

員要同時看這麼多的報告、這麼多的計畫，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每個計畫所以他就只好限制不能超過 100頁，報告的時間 20分鐘，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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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超過 20 分鐘，10 分鐘報告、10 分鐘詢達，10 分鐘你能報告什

麼？是不是？對，所以問題就在這兒。（ 052618-B3-PR-L-C-OD-

EX11） 

 

 最後的訪視，就是教育部安排好，我早上去那一個學校訪視、下午去那

一個學校訪視，所以跑幾個地方，訪視的東西，課程、人員、成果，全

部都安排好的，看完了，大家拍拍手、吃點心，接著就到下一個地方

去。結束以後，OK 了，核銷完了，就把所有的網頁都拿掉，完全跟真

實的目標脫節很多，所以臺灣的這個模式，讓臺灣的教育永遠都得不到

翻身，從小學到大學，都沒有真正的企圖心去做翻轉，去做大規模的改

革。（052618-B3-PR-L-C-OD-EX11） 

 

 

 我猜測委員跟部裡面的官員根本也沒那麼多時間看這麼多東西，當然各

校一定會盡其所有的力量把他完成，但是我在想，他們如果只憑這 100

頁的東西，要去判斷一個學校，恐怕不太容易，那他怎麼判斷？其實就

是過去這 10年來，那這 100個、100頁的東西重不重要？我有的時候也

是抓不準這個重不重要，各校都知道不能在這一個報告書上面冒險，所

以報告書一定要盡善盡美。（051218-B3-PR-L-C-OD-EX11） 

 

 

 教育部他根本可能也看不出來，他主要就是看你經費嘛，經費用多少，

執行率就是多少，這是那門子的事情？花錢誰不會，但是如果真正做到

很多東西，其實我們都看不出來。（051318-B1-PU-L-C-OD-EX11） 

 

 

雖然法規中明訂獎助校數上限，但因為計畫評選的標準並未公開，所以容易加

深不同類型大學的疑慮。舉例來說，老牌學校的體質可能較新大學來的健全，而門

神可能產生的效應或影響也通常隱於公開的評審制度之後，而這些因素都可能是大

學能否獲得獎助的影響項目之一。 

 

 教卓訂出的一個規則是，後面的 6個學校一定要被淘汰，那後面 6個學

校跟沒有被淘汰的 6個學校，也就是後面的那 12所學校，我認為他的差

異性可能很小，並不是說所有的差異性很小，但或許是後面的 1/3，我

認為差異是很小的，甚至是後面的一半，這一半到底能不能夠得到，有

一些我認為可能就是評審的一念之間，或者哪些指標比較重要、哪些指

標比較不重要，可能也是一念之間，或者在簡報時，哪些被發現、哪些

被質疑，可能也是很隨機的，所以我認為教育部用這麼少的一種評審的

成本，去花這麼多的補助經費，我認為那是危險的，以教育經費的運用

來講，而且未盡合理。我認為在這裡面可能對於教卓的經費，可能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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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學校、老牌學校，或者有門神的學校，是相對性比較有利的，那這

個是評審制度造成的問題。（050918-B2-PU-M-C-NE-EX11） 

 

從公、私立大學教卓計畫與報告呈現的方式，亦可以看出相對重視程度的差異，

當評選或訪視形式未能補充計畫中未特別羅列之處，輔以評審委員對不同大學的認

識有限，對於評選的標準亦可能會產生影響。 

 

 我認為國立學校的教卓計畫比較就是一板一眼的呈現，私立學校我認為

他們比較會做一些指標性的美化。因為評審幾乎都對學校不是完全的了

解，或者在短暫的簡報的時間，或者即便去做訪視，基本上那個時間我

覺得都相對有限，我認為沒辦法完全的看到真實，就是完全的真實，那

既然對每一個學校沒有辦法看到完全的真實，他又要做所謂的一定錄取

名額的篩選，我認為這個是最大的問題。（050918-B2-PU-M-C-NE-

EX11） 

 

 

 每個學校長的樣子就是不一樣嘛，那你都用同樣的標準去衡量所有的學

校，其實這是不公平的。如果說私校有所謂的前段班、中段班跟後段

班，國立大學也是有。（052218-B3-PR-L-C-OD-EX11） 

 

 

 假定教育部要的是統一化的指標，或者一些所謂的以老師的共同改變跟

學生的共同改變，那國立學校的老師比較不會願意因為政策的要求就去

配合，所以相對來講，我們就比較難得到足夠多比例的老師的支持，所

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教育部用這樣的評審標準，我們就比較困難。

（050918-B2-PU-M-C-NE-EX11） 

 

 

以計畫評選的回覆面向觀之，不同大學其實都存在理解與轉譯的困難，換言之，

大學對於審查回覆的內容可能無法完全認同，對於如何提出具體回應或改善策略也

有難處。 

 

 我們都不知道有什麼理由，只知道這個不能用、那個不能用，這個是教

育部我們認為，到底標準在那？我們的確也不知道，我們就只能夠信

服，說你找的社會賢達來評的都很厲害、都很客觀吧。（051418-B2-

PR-L-C-OD-EX11） 

 

 

 我們收到的評審結果，我不曉得怎麼改啊。而且他的問題很奇怪，他的

問題是我們沒有辦法做的。（052618-B1-PU-S-P-OD-EX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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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們會想辦法去找一些經費來做我們想要去做的一些內容，但是有

時候會覺得說好像整個不是那麼的透明，就是到底我們是哪個地方可能

需要再加強，就沒有辦法知道，那審查意見其實也看不太出來。

（052318-B1-PR-M-C-NE-EX12） 

 

 

 比方說像 106 年好了，他的說法就是說以過去執行的成果，那還有今年

計畫書的內容，那到底內容這個部份怎麼樣去做一個評分，我不知道其

他學校知不知道，至少我們學校自己是不太知道的，就是跟你講你獲得

多少錢這樣子。那這個我們會因此會覺得說，那我們是在哪個項目會有

一些問題，導致說我們提的經費跟後來獲得的經費可能會有一些落差，

又或者說我們去年的經費跟今年的經費比較起來，可能沒有太多的成

長，所以說這個部份我們就一直很疑惑。（052318-B1-PR-M-C-NE-

EX12） 

 

 

伍、小結 

本節主要針對大學執行教卓計畫的檢討與反思進行探究（見表 4-4-1），據以

提供後續計畫規劃之參考與應用。針對核心理念部分，宜與執行策略及步驟相互契

合；針對規劃與執行部分，大學則期待以更為健全的策略來引領整體計畫的實踐，

當然亦包含配套與輔助措施的完備；關於計畫評審機制部分，則著重於評選機制的

公開透明及資料的保存應用機制。據此，依據本章之分析與探究結果提出後續結論

與建議，以期提供教育政策主管機關與高等教育機構執行競爭型計畫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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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大學針對競爭型計畫提出之反思 

主要面向 內容項目 簡述 

核心理念與執行策略的配合  核心理念宜與執行策略相互契合 

經費補助策略的改變  
經費應明確分類，並就不同補助

形式相互配合 

計畫規劃機制的精進 

理解大學定位及需求 

應尊重教育專業，並促使競爭型

計畫與大學校務計畫能統整匯流 

競爭型計畫基礎設定的改變 

執行成效的持續維持 

行政單位應負起規劃責任 

處理內生性限制產生的障礙 

管考機制思維的改變 

提昇評選機制的專業性與公

信力 
 

提升評選機制的公開透明程度，

並強化資料保存與應用機制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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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係針對研究結果進行整體性概述，並據以提出結論與建議。本章共分為三

節，分別為競爭型計畫做為政策工具之反思、結論與建議，以及後續研究方向。 

第一節  競爭型計畫做為政策工具之反思 

具體來說，教卓計畫做為政策工具之主要目標在於解決既往大學發展中「重研

究、輕教學」等問題，並藉由不同階段性的目標設定，例如基礎建制、特色發展與

職涯轉銜等，引導大學在特定期間完成政府預期之實施成效。而採取競爭形式之主

要因素，在於國家整體教育經費不足，無法編列常態性經費以協助大學改善相關作

為，且在計畫評選制度下，有助於政府了解大學現況體質與計畫執行力，以利於各

項獎助資源分配。從本研究分析內容觀之，或可從下列幾個面向反思競爭型計畫做

為政策工具之綜效。 

 

壹、政府選用競爭型計畫做為政策工具有其便利性之考量 

現行條件下，政府選用競爭型計畫做為政策工具的主要考量因素在於便利性，

其內容可能包含下列幾個面向：（一）預算：在國家整體教育經費緊縮的現況下，

競爭型計畫的選用讓政府不用考慮常態性或支持性經費的公平性與規模性等問題，

並藉由有限經費的形式讓標的群體進行競爭。此外，明確的計畫執行期程亦能降低

計畫有錢就做，沒有錢就退對於執行機構之影響36；（二）目標設定：係因競爭型

計畫之強制性特色，即使因為目標設定不同而附含誘因性特質，執行計畫機關對於

計畫詮釋與應用的彈性依舊被大幅限縮，故可降低政府管理之困難。（三）延續機

制：當政府施政目標轉移或新問題出現時，可於前期計畫結束後提出新的競爭型計

畫，而無須詳加考量競爭型計畫的延續問題；（四）成果評估：從現行競爭型計畫

之經費規劃到成果說明的連結面向觀之，競爭型計畫對政府主要的功能在於數據說

                                                            
36 競爭型計畫的合理期程設計應該在計畫提出當下就給予明確的開始與結束時間，並於計畫結束後

將有效的項目進行制度化，並轉以常態性經費支應，至於不合理或成效不彰的部份，則進行檢討後

終止。但就本研究對象之教卓計畫觀之，卻缺乏上述上述的運作機制，導致獲獎大學對於計畫執行

的不確定較高，而影響最終的計畫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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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例如花了多少預算或達成幾項成果，因為缺乏證據本位的檢視機制，所以政策

主導機關的課責壓力會較選用其他政策工具為低。 

 

貳、競爭型計畫之設定應有絕對性之標準 

政府選用競爭型計畫做為政策工具缺乏絕對性之標準，換言之，政策主導機關

對於適用標準並不熟悉，這些標準面向可能包含計畫目標或評選標準等部份。其因

素可能來自於行政規劃與教育專業的脫勾，或是政策標準內涵上的混淆。舉例來說，

競爭型計畫之目的之一在於解決政府面臨或預計處理之問題，以大學發展面向為例，

競爭型計畫目的宜設定為獎助大學於 5 年內達成特定學科領域進入世界大學排名前

100 名，而支持型的計畫目的主要在於協助大學發展特色或精進中長期校務計畫之

規劃與執行等項目，至於常態性的經費則用以維持大學經營的品質與能量，當選用

支持性計畫或常態性經費目標做為競爭型計畫之目標時，就可能降低競爭型計畫之

綜效。 

 

參、形式主義影響競爭型計畫之執行成效 

形式主義對於競爭型計畫之影響可能來自下面幾個面向：（一）計畫規劃：因

為計畫規劃或規則上的限縮，導致競爭型計畫並不是真正的競爭，舉例來說，當計

畫規則中的經費補助額度係以前期補助額度為基準時，就會失去競爭型計畫之特色，

換言之，當期計畫經費補助多寡就會與計畫內容好壞脫勾，而失去真實競爭之精神；

（二）計畫評鑑：以計畫訪視機制為例，計畫訪視之主要目標在於藉由考評資料與

訪談結果之對照，實地檢視大學執行計畫之成效，但就現行競爭型計畫訪視時間、

機制與流程等面向，儀式化程度會大於實質性效能；（三）計畫評選：計畫評選機

制在缺乏公信力與標準設定等因素影響下，大學對於計畫申請書或報告書等文件都

會盡力美化，輔以評審標準、評選時間或委員對於內容了解程度之侷限，評選結果

並不一定能夠真實反應大學執行競爭型計畫的能量與品質；（四）計畫成果：政府

與計畫執行大學對於計畫執行成果的重視程度大多僅在於數據呈現，換言之，政府

和大學關注的焦點大多在於做了哪些項目和花了多少預算，至於這些項目或資源投

入對於大學到底有什麼幫助，其實很難從現行的成果資料中進行了解。此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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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後設評估與檢視亦同樣不受重視，又或者害怕這些資料被其他研究單位或群

體拿來進行比對檢視，是故，資料可近性的程度相對缺乏。 

第二節  結論 

本研究旨在透過訪談、文件分析，以及個案研究中的多重個案研究法，透過對

教卓計畫實施歷程的探究，據以分析教卓計畫做為政策工具對大學運作與發展的實

際影響。主要在於解釋下列研究目的，包含探討高等教育機構爭取競爭型計畫的目

標設定與計畫建構策略、分析高等教育機構執行競爭型計畫的挑戰與因應方法、探

究競爭型計畫對高等教育機構校務運作與發展的啟示、根據研究結果形塑建議，以

供政府與高等教育機構推動競爭型計畫的參考。依據研究結果，本研究歸納下列幾

點結論。 

 

壹、教卓計畫之目標與內容規劃有其侷限性 

一、競爭型計畫之目標設定宜以特色發展為主 

傳統而言，大學主要的任務或功能在於教學、研究與服務，隨著時代變遷或國

家發展等需求，可能加上教育機會均等或社會責任等內涵。當競爭型計畫之目標設

定係以大學既有功能為標的同時，其實就削弱了競爭型計畫做為政策工具之效能。

換言之，一般大學定位、任務或功能等面向宜以常態性經費進行規劃與支應，相對

的，針對性的特色發展或問題解決等面向更適合做為競爭型計畫之目標。 

 

二、教卓計畫未設定定期檢視或退場機制 

依教卓計畫公告與法規等內容進行探究，並未發現定期檢視或退場等機制之設

置，當競爭型計畫修正或調整形式過於變動，亦會影響後續經費的核予與執行大學

的不確定性，在這樣的背景脈絡中，大學實際的計畫規劃與執行程度上就會有所不

足。此外，許多教卓計畫辦理良好的項目，亦無法藉由定期檢視機制，將其轉換為

常態性大學經營項目，使教卓計畫的執行能量產生備多力分的現象。最後，亦因退

場機制的機制規劃與資訊傳遞不夠詳實，同樣會形成大學執行成效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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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卓計畫的管考機制未能充份反映執行者的表現 

大學針對教卓計畫設定之管考機制或指標所提出的成果報告，並未能充份反映

各大學的實際表現。換言之，除了各大學提出的計畫內容之外，關於經費管考、成

效管考等執行力部份，其實缺乏更為全面的檢視或評鑑作為，導致成果報告中的數

字成效不一定能代表真實成果的表現。此外，管考機制本身的基礎立基於大學體質

的運作與改善，然而教卓計畫的指標設計卻缺乏對於整體大學經營或運作的連結，

亦同樣影響對於教卓計畫對大學的真實效用。最後，某些因為政治或特殊因素而讓

特定學校拿到競爭型計畫補助，不一定代表這些學校的計畫或成果比其他大學好。 

 

四、教卓計畫之規劃與執行缺乏數據支持概念 

就教卓計畫之規劃與執行面向觀之，皆相對缺乏數據支持之概念。以規劃層面

的補助機制為例，不同類型大學受限於整體或例行性經費不足的現象，其實會顯著

影響其爭取與執行教卓計畫的策略，當大學將競爭型計畫視為資源缺口的補充來源

時，也會直接影響後續的計畫執行成效。此外，當教育行政與教育研究脫勾時，亦

會產生諸多問題。 

 

貳、競爭型計畫做為政策工具有其內生性限制 

一、現行競爭形式導致典範或模式無法擴散 

現行的競爭型計畫並非採取一次性的競爭模式，且當競爭過於激烈或次數過於

頻繁時，大學為了維持競爭優勢與降低評選風險，大多會採取保密策略，進而導致

典範或模式無法擴散。換言之，因為競爭型計畫的競爭形式，致使國內大學間無法

交流合作。即便教育部藉由區域資源中心之運作或成果發表會等機制來促進交流學

習，依舊無法完全解決該政策工具之內生性限制。另一方面，競爭型計畫的內生性

限制並無法完全避免各大學對於某些項目的模仿態勢，例如：雷達圖連結學生學習

成效的機制，亦可能產生徒具其形之同質性發展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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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競爭型計畫成果未能全面公開 

除了競爭形式之外，我國政府的評鑑系統性亦呈現較為不足的現象，因此無法

針對競爭型計畫建立有效指標系統以了解成效，輔以資訊公開程度的缺乏，無論不

同高等教育機構、研究單位或個人，都可能無法完整獲得競爭型計畫之執行計畫或

成果，當然也直接影響典範擴散或模式交流的程度。此外，計畫成果未能公開的現

象，也反映政策主導單位與執行計畫機構並不重視成果與後設評估的現象，其關注

的焦點大致在於預算的編列、撥款與核銷等行政程序上，並未負起個別之公共與社

會責任。 

 

參、教卓計畫做為政策工具對大學校務經營產生影響 

一、大學對於教卓計畫之補助、評選與成效檢核機制存在較多疑問 

從本研究訪談個案分析中可以發現，當競爭型計畫的引導性太強，為了符應政

府目標，所以大學會失去自己的特色，進而影響整體校務經營。同時，亦因為目標

導向的計畫特色，大學會對於教卓計畫的補助機制、評選形式與成效檢核作為存在

較多疑問。以補助機制為例，現行的獎助形式不僅帶給大學更大的績效責任壓力及

執行歷程的不確定性，關於經費核予比例上的落差或實際獲得經費與執行期程的落

差也往往導致大學執行計畫之困難。 

 

二、大學依現況採取不同目標設定與計畫建構策略 

大學內部之計畫核心小組對於教卓計畫的理解與選擇會衍生出不同的目標設定

與計畫建構策略。換言之，計畫核心小組做為校內的計畫樞紐，其決策與作動不僅

會直接影響到計畫主軸選定、資源協調分配與計畫形象包裝等項目，也會影響到大

學採取校本式或順服式的目標設定策略，以及單向傳遞式或雙向匯流式地計畫建構

策略。 

綜而言之，從本研究訪談個案分析中可以發現，大學在目標設定策略的轉變上

較為多元，不同計畫期程採取的策略可能截然不同37。此外，校本式和順服式的目

                                                            
37 本研究訪談個案中出現校本式→順服式→校本式的目標設定變化形式，其影響主要因素在於計畫

經費的有無與評選機制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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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設定策略上也可能在各階段上有不同的混合比例；計畫建構策略除原先便採取雙

向匯流式的大學之外，大多逐步由單向傳遞式往雙向匯流式轉變；大學內部不同層

級的計畫成員對於目標設定策略大多具有共同觀點，但在計畫建構策略上，計畫主

管與系所主管、執行人員間呈現較為不同的想法，換言之，計畫核心小組成員認為

的雙向匯流式計畫建構策略，在系所主管或執行人員的眼中可能依舊是單向傳遞式

的計畫建構形式。當兩類群體間的理解不同時，亦可能會影響整體計畫的執行成效。 

 

（一）目標設定策略之轉變形式 

具體而言，目標設定策略可由校務發展的先位思考原則，或是優先取得經費的

策略邏輯來做區分，兩者間的不同便衍生為校本式或順服式的目標設定策略。易言

之，校本式的目標設定策略主要在於校務發展計畫和競爭型計畫兩者間的目標中尋

求交集，並取得階段性的最大可能平衡，而順服式的目標設定策略則主要在於分配

兩者間的比例與執行優先順序。 

從本研究的個案訪談分析中可以發現，隨著教卓計畫執行期程的延伸或是計畫

經費獲取的有無等因素影響下，大學目標設定策略亦有可能產生從校本式轉為順服

式的變動，反之亦然。其可能原因在於原採用校本式目標設定的大學，如果能持續

獲得經費補助或實施成效良好的情況下，會持續精進既有運作模式，但假如成效不

彰或獲得經費補助與預期產生差距時，計畫核心小組就可能會暫時採取順服式的目

標設定策略，以獲得經費資源補助。換言之，兩種目標設定策略間是可能隨著計畫

期程、實施脈絡或目標導向等因素而產生變化與移動。 

 

（二）計畫建構策略之轉變形式 

從本研究的個案訪談分析中可以發現，單向傳遞式計畫建構模式的特色，在於

主要以計畫核心小組的成員決策為主，呈現指令傳達及任務交辦的計畫執行樣貌。

而隨著計畫期程、執行成果或實施經驗積累後，會逐漸在特定項目或擴增層面上改

以採行雙向匯流式的計畫建構模式，若計畫申請結果或校內執行情形順利，則可能

會逐步擴大雙向匯流式的應用比例。而雙向匯流式的計畫建構模式相較於單向傳遞

式的計畫建構模式，確實較有利於不同大學因應學校規模、類別、現況、成員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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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內部脈絡因素，以匯集計畫規劃與執行建議。當持續獲得補助的期程越長，模式

內容會由偏向由上而下的匯流形式，轉而偏向由下而上的匯流類型，當然亦可能因

為執行期程長短、計畫核心小組領導邏輯變動或內部組織配搭情形等因素，而有不

同比例的匯流形式組成。 

 

三、大學主要聚焦於執行計畫之內在困難與因應策略 

從本研究的個案訪談分析中可以發現，不同類型、補助期程之大學，或是不同

職別的計畫成員，主要聚焦於執行計畫的內在困難與因應策略。其原因在於大學並

無法回應外部挑戰中的脈絡性問題，對於資源、目標導向與外部要求等部份提出的

因應作為，其分析比重也較外在挑戰本身來的低。 

大學執行競爭型計畫的內部困難主要來自任務導向組織的侷限（包含兼任人力

為主、人力流動率高）、大學例行資源的不足、單位間與人員間溝通不易（包含跨

單位合作的困境、大學本質的差異、教師本位主義的影響）等項目，其中又以單位

間與人員間的溝通不易為各類型大學與各職位成員首要的內在困難內容，顯見高等

教育機構內，無論是競爭型計畫的執行或校務運作的推動，「人」的問題都是關鍵

的核心內涵。然從各大學提出的因應策略內容觀之，大多還是在於處理組織侷限與

資源調配等面向，關於成員溝通問題的解決還是存在精進之空間，其中私立大學係

因體質與制度等因素，對於內部成員的邀集、規範或要求，會較公立大學來的更有

效率。最後，可以從個案分析中發現，有些執行教卓計畫的困難項目是大學自己設

定、規範出來的，並不是教卓計畫本身的問題，亦同時因為這些自我侷限的項目，

而導致競爭型計畫無法引發有意義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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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與後續研究方向 

壹、建議 

一、對中央教育主管機關之建議 

（一）競爭型計畫應具備謹慎的啟動與實施機制 

1、啟動機制 

現行競爭型計畫就其先導性試驗、計畫定位、核心價值或競爭機制等面向來說，

都較為缺乏謹慎的啟動與實施機制。以教卓計畫的核心價值設定為例，學生與教師

應該成為教學面向的核心內容，然現行教卓計畫的設置卻較為側重制度或行政面向，

此外，亦從「教」（教學）的角度來進行「學」（學習）的改善。換言之，並非所

有領域都適合選用競爭型計畫做為政策工具，而政府也應該明確了解哪些目標適合

採用競爭型計畫，而不是採用競爭型計畫來解決該政策工具無法解決的問題。而不

同目的應做整合與取捨，無法相互配搭或彼此矛盾的目標亦不應該將其匯集到同一

個競爭型計畫之中。 

2、競爭機制 

另以競爭機制觀之，當計畫競爭或評審頻率過高時，大學為了維持領先優勢，

保密前提下就不容易進行實質交流。此外，因應評鑑制度設計而進行的計畫修正，

除了影響後續經費外，亦容易因為規劃性不足或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而導致計畫成

效產生落差。據此，長期性的經費補助原則、例行性的評鑑檢討機制、第三方的獨

立審計機構等面向的配合，或能完善現行競爭型計畫實施機制上的不足。 

3、評選機制 

最後，計畫申請說明中亦可考慮增加學校說明先前計畫常態化的實施成果，或

是能夠將各大學先前執行的計畫自動變成後續申請計畫的附件，以確認該校執行計

畫的實際成果與能量。政府也應具體提昇評選機制的公信力、專業性與公正性，藉

由專業委員的鄰聘與第三方機構的參與，完善競爭型計畫的評選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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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競爭型計畫應具備系統性的評鑑機制 

現行政府因應競爭型計畫的系統性評鑑機制較為不足，因而無法建立有效指標

以了解執行成效，此外，亦因資訊公開較為形式化，一般研究單位或個人皆無法有

效取得相關資料以進行研究分析。當政策成果與真實成果產生落差時，就無法被明

確檢視，並據以提供政策修正與後續規劃之參考。據此，系統性的評鑑機制應包含

對於大學執行力、例行性成果、總結性成果、第三方獨立研究報告等項目，才能具

體改善現行評鑑機制的不足。 

 

（三）競爭型計畫應設定定期檢驗與退場機制 

競爭型計畫設定定期檢驗機制的用意在於協助政府將競爭完畢或問題解決的項

目回歸常態化運作，換言之，藉由定期檢視來歸納既有競爭型計畫中的哪些項目該

中止、哪些項目宜改採以常態性經費支應，同時連結公立大學的校務運作經費與私

立大學的獎補助款等預算撥補機制，促使大學持續延續前項計畫的執行成果。而退

場機制的效用在於降低大學執行計畫的不確定性，並藉由後續或其他計畫的資訊公

開、傳遞，提供各類型大學選擇並爭取適合自身發展的計畫內容。整體來說，讓常

態性的經費機制給予大學可預測性，而競爭型的競爭機制，則給予想在特色發展更

為精進的大學有額外的資源挹注。 

 

（四）競爭型計畫應有分工機制 

競爭型計畫內應該要具備更為細緻的分工、分層或分類機制，讓不同類型（例

如公立與私立大學、一般大學與技職校院等）的大學都能夠依據體質或特色做好不

同的工作。換言之，不同類型的大學，不僅教學、研究應該不一樣，連服務也應該

不同，同樣的，廣義的社會責任或公共性等概念也應該有所區別。假如大部分大學

做的內容與項目都大致雷同，那麼整體成效就會相當有限。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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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大學之建議 

（一）因應大學分類趨勢重新思考學校發展定位 

我國高等教育場域刻正面臨諸如少子化、大學排名、國際學生流動、退場轉型

等趨勢衝擊，過去許多不進則退的排名消長，尚可能藉由目標轉型或組織再造等方

式扭轉頹勢，然而在加速時代中，未能洞燭機先都可能讓學校直接退出高等教育舞

台。我國雖然近年來多由研究機構或大學校長提出大學分類的相關倡議，但是實質

的進展或規劃卻依舊停留在只聞樓梯響的階段，但可以想見的是，大學分類必然是

我國未來高等教育階段必然的發展方向，全民運動式的競爭型計畫將會逐漸轉換為

特色重點式的競爭型計畫，當大學面對重點或特色發展的多元競爭時，如果未能掌

握學校特色或發展定位等帶有個別特殊標示的符碼時，就容易在參與競爭型計畫評

比時屈居劣勢。 

 

（二）具備證據為本的計畫規劃與評鑑能力 

因應政策主管機關以證據為本的計畫研究與規劃歷程，大學亦需要建構具有同

樣核心構念的的計畫建構與執行能力，舉例來說，對於計畫特色發展項目而言，從

特色項目的擇取、假設理論的彙整、標竿模組的理解、內化機制的整合、階段成效

的分析、整體績效的提出等項目，其實都需蘊含以證據為本的精神，以避免背離真

實需求的計畫標的。此外，亦由於各類新興技術不斷衝擊高等教育領域，諸如巨量

資料、資料探勘、議題分析等面向，都持續提供完善證據支持的體系，當然也能夠

提供學校決策與執行團對良好的計畫實踐利基。 

 

（三）鏈結校務研究以整合各計畫內的實施項目 

藉由校務研究的資訊分析與因果鏈結機制，讓大學能夠通盤的檢視現行競爭型

計畫的執行成果，並據以提出後續的因應改進策略，當不同競爭型、支持型或補充

型計畫被提出時，校務決策單位也能憑依預判分析結果，選擇或審定計畫爭取的優

先序列，當然也會直接影響後續校內的整體計畫實施作為。此外，大學在應用校務

研究進行決策參考同時，亦需審慎思考資料分析與使用上的限制，例如因為工作負

荷而缺乏時間、對於教育性資料的專精與掌握、低品質的資料、忽略訪談與調查等

 



205 
 

小數據來源、對於概念化、詮釋性上學有專精的專家學者於複雜情境分析結果的誤

判等（Hora et al, 2017；Lazer et al, 2014）。 

 

貳、後續研究方向 

本研究因時間、資源有限，無法將我國全體高等教育機構（例如公、私立大學

與技職校院等）、各校執行教卓相關單位（例如不同專業學院、系所與研究中心

等）、教卓計畫實施脈絡中的各類別利害關係人（例如教授、學生、相關社群與各

類型利益團體等）及其回饋納入研究範圍之中。另，本研究藉由訪談與文件分析蒐

集質性資料，對於整體教卓計畫在大學的執行現況可能還有精進與補充空間，後續

重點在於能否確實與檢證數據資料，以掌握競爭成效，並做為後續修正建議或接續

研究之參考。 

未來研究範圍或可思考下列方向：（一）可列入從未申請到主要競爭型計畫之

一般大學與科技校院，據以比較競爭型計畫的有無對大學整體校務經營的影響，並

提供政策工具組合規劃與設計之參考；（二）對於單一學校內的競爭型計畫執行單

位可利用計畫採用的比較研究，深入剖析各配搭組織或各類別利害關係人對於整體

計畫執行歷程之感知與回饋，以瞭解不同類型學校及組織搭配執行計畫的最適機制；

（三）依據不同的高等教育政策工具，發展合適的政策工具評估模式與標準，以建

構較為公開、透明且客觀的成效評估機制；（四）針對其他類似的競爭型計畫進行

政策評估，透過不同政策工具的比較，以了解個別政策工具的立基特色和應用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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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預期研究個案資料庫 

受補助期數 a 
一般大學 

校數 b 學校名單 

3 28 

逢甲大學、中國醫藥大學、東吳大學、中原大學、世新大學、東海大

學、元智大學、輔仁大學、臺北醫學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高雄醫

學大學、銘傳大學、亞洲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靜宜大學、國立中

正大學、淡江大學、國立東華大學、華梵大學、慈濟大學、大葉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義守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

立臺灣藝術大學、大同大學、玄奘大學 

2 9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新竹教育大

學、國立宜蘭大學、中國文化大學、國立高雄大學、佛光大學、國立臺

南藝術大學 

1 1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南華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實踐大學、國立臺灣體

育運動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中華

大學、國防醫學院 

資料來源：監察院（2016）。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獲獎勵大學教學相關制度建制、預算執行、

校際教學資源共享之協調、整合成效落實現況之檢討案調查報告，臺北市。 

資料備註： 

a.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計分 3期。第 1期為 2006-2008年、第 2期為 2009-2012年、第 3期為 2013-

2016 年；學校於各期獲得補助之年限未盡相同，以一般大學之玄奘大學為例，該校 3 期均獲得補

助，惟第 2 期僅 98-99 年獲補助、第 3 期僅 104 年獲補助；依此類推。是以，受補助之期數原則

上反映學校參與該計畫之時間長短。 

b. 一般大學部份未包含試辦階段（2005 年）學校名單，故歷年累計補助校數 47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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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大綱 

教卓計畫辦公室行政主管 

訪談大綱 

一、 基本資訊 

（一）您擔任此一職位多久的時間？專職或是兼任？ 

（二）貴校執行此一計畫多久的時間？ 

（三）您認為計畫辦公室的人員配置是否足夠？ 

（四）您認為辦公室運作資源能否負荷計畫事宜？ 

二、 您認為貴校爭取教卓計畫的目標設定為何？ 

（一）教卓計畫書的擬定和撰寫如何形成？ 

（二）校內單位和系所如何協同合作執行教卓計畫？ 

三、 您認為貴校爭取教卓計畫的因應策略為何？ 

（一）教卓計畫內最具特色的內容是什麼？如何選擇亮點項目？ 

（二）教卓計畫的內容是否進行調整與修訂？ 

（三）如有進行調整，改變幅度與原因為何？ 

（四）計劃書中關注或未關注哪些資料？為什麼？ 

（五）實際執行成果是否與預期目標有落差？為什麼？ 

四、 您認為貴校執行教卓計畫最大的挑戰為何？ 

五、 您認為貴校執行教卓計畫的方法是否能發揮最大的綜效？ 

六、 您認為執行教卓計畫對貴校最大的助益為何？ 

（一）改變或幫助學校幅度最大的部份是什麼？為什麼？ 

（二）改變或幫助學校幅度最小的部份是什麼？為什麼？ 

（三）有哪些未預期或超乎預期的影響？可能是哪些因素造成的？ 

七、 您認為有哪些因素影響學校執行教卓計畫的成效？ 

（一）是否還有其他影響因素？ 

（二）如果有，您認為該因素的影響程度與範圍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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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您認為貴校執行教卓計畫的成果是否與預期目標存在落差？ 

（一）無法達成預期目標的原因為何？ 

（二）應用哪些方式進行計畫調整或修訂？ 

（三）如經調整，改變後的成效如何？ 

九、 您認為貴校在申請後續競爭型計畫時應做好哪些準備？為什麼？ 

十、 您認為政府未來推動競爭型計畫時，應該要具備哪些內容才能真正幫助高等

教育機構做出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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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教卓計畫系所主管 

訪談大綱 

 

一、 基本資訊 

（一）系所主要協助執行貴校教卓計畫的哪個項目？ 

（二）教卓辦公室提供的資源是否足夠？ 

（三）貴系與教卓辦公室的合作機制為何？ 

（四）貴系與其他校務單位針對教卓計畫的合作機制為何？ 

（五）貴校擬定教卓計畫時，如何與系所進行協同合作？ 

二、 您認為系所在協助執行教卓計畫時，最大的挑戰或困難在哪裡？ 

（一）您認為有哪些部份是學校教卓計畫應重視，但卻沒有規劃與執行的項

目？為什麼？ 

（二）您認為貴系內部執行教卓計畫的機制為何？對於系務直接或間接的影

響為何？為什麼？ 

三、 您認為系所在協助執行教卓計畫後，最大的改變在哪裡？ 

（一）改變或幫助幅度最大的部份是什麼？為什麼？ 

（二）改變或幫助幅度最小的部份是什麼？為什麼？ 

（三）對課程、學生與教師面，最大的改變是什麼？為什麼？ 

（四）有哪些未預期或超乎預期的影響？可能是哪些因素造成的？ 

四、 您認為貴校執行教卓計畫的方式是否能發揮最大的綜效？ 

（一）學校應該怎麼樣更有效率的協助系所執行效卓計畫？ 

（二）系所執行教卓計畫的成效能否符應學校整體教卓計畫目標？ 

五、 您認為有哪些因素影響系所執行教卓計畫的成效？ 

（一）是否還有其他影響因素？ 

（二）如果有，您認為該因素的影響程度與範圍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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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您認為貴系執行教卓計畫的成果是否與預期目標存在落差？ 

（一）無法達成預期目標的原因為何？ 

（二）應用哪些方式進行計畫調整或修訂？ 

（三）如經調整，改變後的成效如何？ 

七、 您認為系所在執行教卓計畫時應做好哪些準備？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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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教卓計畫行政人員 

訪談大綱 

 

一、 基本資訊 

（一）您已經負責協助執行系所教卓計畫多久的時間？ 

（二）您主要負責協助執行系所教卓計畫的哪個部份？ 

（三）您如何配合學校的教卓計畫執行？ 

二、 您認為在協助執行教卓計畫時，最大的挑戰或困難在哪裡？ 

（一）您認為執行行政業務上最大的困難在哪裡？為什麼？ 

（二）您認為如何更有效率的處理教卓計畫的行政庶務？ 

三、 您認為系所在協助執行教卓計畫後，最大的改變在哪裡？ 

（一）改變或幫助幅度最大的部份是什麼？為什麼？ 

（二）改變或幫助幅度最小的部份是什麼？為什麼？ 

（三）有哪些未預期或超乎預期的影響？可能是哪些因素造成的？ 

四、 您認為貴系執行教卓計畫的方式是否能發揮最大的綜效？ 

（一）系所應該怎麼樣更有效率的協助行政人員執行效卓計畫？ 

（二）執行教卓計畫時，哪些支持或資源是必要的？ 

五、 您認為有哪些因素影響系所執行教卓計畫的成效？ 

（一）是否還有其他影響因素？ 

（二）如果有，您認為該因素的影響程度與範圍為何？ 

六、 您認為貴系執行教卓計畫的成果是否與預期目標存在落差？ 

（一）無法達成預期目標的原因為何？ 

（二）應用哪些方式進行計畫調整或修訂？ 

（三）如經調整，改變後的成效如何？ 

七、 您認為系所在執行教卓計畫時應做好哪些準備？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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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教卓計畫補助大學之平均每生單位成本相關資訊一覽表（106 學年度） 

期程 學校名稱 
平均每生 

教學成本 

學雜費標準占平均

每生教學成本比率 

最高每生

教學成本 

最低每生

教學成本 

學院

數目 

3 中原大學 155,537 66.27% 176,016 136,281 7 

3 中國醫藥大學 205,765 52.07% 497,819 149,161 8 

3 元智大學 231,538 48.41% 739,691 167,361 5 

3 高雄醫學大學 271,353 41.97% 394,448 188,614 7 

3 逢甲大學 136,814 77.00% 313,068 112,077 10 

3 東吳大學 126,058 81.57% 148,779 110,791 6 

3 世新大學 111,598 90.83% 118,089 100,823 4 

3 東海大學 152,000 71.63% 209,000 128,000 9 

3 輔仁大學 117,438 84.00% 155,385 120,476 13 

3 臺北醫學大學 440,261 27.82% 514,443 283,633 10 

3 臺北藝術大學 238,351 31.95% 284,532 191,035 7 

3 銘傳大學 122,841 126.00% 209,602 114,652 11 

3 亞洲大學 131,130 79.99% 166,424 107,138 5 

3 臺灣海洋大學 213,579 24.27% 553,846 172,266 7 

3 靜宜大學 109,400 87.08% 181,488 94,430 6 

3 中正大學 169,598 14.83% 178,890 165,283 7 

3 淡江大學 124,436 79.13% 191,948 108,836 8 

3 東華大學 180,572 23.45% 205,498 173,959 8 

3 華梵大學 214,159 45.00% 245,238 198,866 4 

3 慈濟大學 334,488 27.00% 379,808 256,936 4 

3 大葉大學 138,920 72.01% 183,279 111,674 7 

3 高雄師範大學 165,354 29.36% 168,766 162,511 5 

3 義守大學 131,124 83.00% 162,931 99,966 9 

3 彰化師範大學 157,827 31.27% 180,737 136,999 7 

3 嘉義大學 136,812 17.36% 158,756 121,769 7 

3 臺灣藝術大學 144,882 32.61% 185,556 133,541 5 

3 大同大學 155,520 67.40% 164,656 143,591 4 

3 玄奘大學 133,001 69.17% 147,736 127,680 4 

2 暨南國際大學 213,368 21.67% 238,199 203,975 4 

2 臺北大學 139,739 30.87% 185,607 127,264 6 

2 聯合大學 128,944 37.00% 148,801 122,099 6 

2 新竹教育大學* - - - - - 

2 宜蘭大學 180,938 28.05% 181,644 180,129 4 

2 中國文化大學 118,508 83.62% 147,351 102,127 12 

2 高雄大學 166,586 29.76% 176,935 153,222 5 

2 佛光大學 211,797 35.06% 312,671 201,838 5 

2 臺南藝術大學 299,731 19.50% 341,849 267,022 4 

1 臺灣師範大學 218,846 23.40% 255,180 192,292 9 

1 南華大學 187,172 48.68% 202,443 171,493 5 

1 國立體育大學 137,048 30.50% - - 4 

1 實踐大學 106,317 89.09% 107,897 102,942 5 

1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207,462 13.01% 214,476 200,81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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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南大學 172,527 25.84% 199,883 157,150 6 

1 臺東大學 222,995 21.64% 229,023 217,593 3 

1 臺北教育大學 165,898 27.41% 172,830 160,421 3 

1 中華大學 134,672 72.75% 152,869 119,889 6 

1 國防醫學院* - - - - -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2019 年 4 月 29 日取自各大學校務及財務公開資訊）。 

備註：新竹教育大學已於 2016 年 11 月 1 日正式合併於清華大學，故無 106 年度相關資訊；國防醫

學院查無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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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文件分析清單 

資料來源 單位編碼 資料類型/資料名稱 資料引用編碼 

教育部 00 

94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核定

名單 
ME-00-02-0001 

95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審核

結果 
ME-00-02-0002 

98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獲補

助學校名單 
ME-00-02-0003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99年度作業計畫 ME-00-02-0004 

100年至101年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獲

補助學校名單 
ME-00-02-0005 

第 3 期「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核定名單（102 年至 203 年） 
ME-00-02-0006 

第 3 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第 2 階段

（104 年至 105 年） 
ME-00-02-0007 

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100至101

年度申請說明會簡報 
ME-00-02-0008 

第 3 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申請說明

會簡報 
ME-00-02-0009 

第 3 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推動暨第

3 期獎勵大學校院辦理區域教學資源整

合分享計畫申請說明會 

ME-00-02-0010 

104-105 年度教卓計畫申請說明會簡報 ME-00-02-0011 

高等教育發展藍圖（草案）（104 年 11

月 16 日） 
ME-00-02-0012 

1050512 教育施政成效 ME-00-02-0013 

教育部 106 年高等教育競爭性經費延續 

計畫（修正版 ） 
ME-00-05-0001 

98至 99年度自評報告暨 100至 101年度

申請計畫書 
ME-00-05-0002 

98-101 教卓計畫手冊（97 學校） ME-00-05-0003 

98-101 教卓計畫手冊（98 新申請） ME-00-05-0004 

100 至 101 年度申請計畫書（新申請） ME-00-05-0005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期中經費執行表 ME-00-05-0006 

教學卓越 98 期中報告書格式 ME-00-05-0007 

98 審查共通性注意事項 ME-00-05-0008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經費編列支用注

意事項 
ME-00-05-0009 

教學卓越 98 修正計畫格式 ME-00-05-0010 

第 3 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書 ME-00-05-0011 

第 3 期教卓計畫書重點 ME-00-05-0012 

第 3 期教卓計畫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

準 
ME-00-05-0013 

第 3 期教卓計畫共同指標 ME-00-05-0014 

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及區域教

學資源中心計畫補助實施要點 
ME-00-0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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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

點 
ME-00-01-0002 

中央各機關執行單位預算有關用途別科

目應行注意事項 
ME-00-01-0003 

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執行預算要點 ME-00-01-0004 

教育部補助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ME-00-01-0005 

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各類會議講

習訓練與研討（習）會相關管理措施及

改進方案 

ME-00-01-0006 

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台

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 
ME-00-01-0007 

中央各機關單位預算有關用途別科目應

行注意事項 
ME-00-01-0008 

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台

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 
ME-00-01-0009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ME-00-01-001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人員

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 
ME-00-01-0011 

經費編列基準及注意事項 ME-00-01-0012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

點 
ME-00-01-0013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

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ME-00-01-0015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ME-00-01-0016 

經費編列支用注意事項 ME-00-01-0017 

教育統計指標之國際比較 2004 年版 ME-00-05-0015 

教育統計指標之國際比較 2005 年版 ME-00-05-0016 

教育統計指標之國際比較 2006 年版 ME-00-05-0017 

教育統計指標之國際比較 2007 年版 ME-00-05-0018 

教育統計指標之國際比較 2008 年版 ME-00-05-0019 

教育統計指標之國際比較 2009 年版 ME-00-05-0020 

教育統計指標之國際比較 2010 年版 ME-00-05-0021 

教育統計指標之國際比較 2011 年版 ME-00-05-0022 

教育統計指標之國際比較 2012 年版 ME-00-05-0023 

教育統計指標之國際比較 2013 年版 ME-00-05-0024 

教育統計指標之國際比較 2014 年版 ME-00-05-0025 

教育統計指標之國際比較 2015 年版 ME-00-05-0026 

教育統計指標之國際比較 2016 年版 ME-00-05-0027 

國家教育研究

院 
01 

中華民國教育年報 93 年版 ME-01-05-0001 

中華民國教育年報 94 年版 ME-01-05-0002 

中華民國教育年報 95 年版 ME-01-05-0003 

中華民國教育年報 96 年版 ME-01-05-0004 

中華民國教育年報 97 年版 ME-01-05-0005 

中華民國教育年報 98 年版 ME-01-05-0006 

中華民國教育年報 99 年版 ME-01-05-0007 

中華民國教育年報 100 年版 ME-01-05-0008 

中華民國教育年報 101 年版 ME-01-05-0009 

中華民國教育年報 102 年版 ME-01-05-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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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教育年報 103 年版 ME-01-05-0011 

中華民國教育年報 104 年版 ME-01-05-0012 

中華民國教育年報 105 年版 ME-01-05-0013 

大學網頁 

01 

教學卓越計畫 PU-01-01-0001～0008 

總計畫辦公室成果 PU-01-03-0001 

分項計畫一成果 PU-01-03-0002 

分項計畫二成果 PU-01-03-0003 

分項計畫三成果 PU-01-03-0004 

分項計畫四成果 PU-01-03-0005 

02 

教學卓越計畫 PU-02-01-0001～0005 

教學卓越計畫申請書附件 PU-02-01-0006～0010 

自評報告附件 PU-02-04-0001 

複審計畫書附件 PU-02-04-0002 

計畫理念暨各主軸計畫內容簡介 PU-02-04-0003 

03 

教學卓越計畫 PU-03-01-0001～0008 

計畫成果-第一期 PU-03-03-0001 

計畫成果-第二期 PU-03-03-0002 

計畫成果-第三期 PU-03-03-0003 

04 教學卓越計畫 PU-04-01-0001～0009 

05 

教學卓越計畫 PU-05-01-0001～0008 

成果簡介 PU-05-03-0001 

教學卓越計畫簡介 PU-05-04-0001 

校內說明會文件 PU-05-04-0002 

各單位配合作業時程 PU-05-04-0003 

06 
教學卓越計畫 PU-06-01-0001～0005 

成果簡介 PU-06-03-0001 

07 

教學卓越計畫 PU-07-01-0001～0004 

成果簡介 PU-07-03-0001 

整體計畫簡介 PU-07-04-0001 

工作小組會議記錄 PU-07-04-0002～0003 

08 

教學卓越計畫 PU-08-01-0001～0004 

計畫簡介 PU-08-01-0005 

成果簡介 PU-08-03-0001 

相關辦法 PU-08-04-0001～0014 

09 

教學卓越計畫 PU-09-01-0001～0003 

計畫理念 PU-09-01-0004 

成果簡介 PU-09-03-0001 

協調會議記錄 PU-09-04-0001～0008 

工作進度報告 PU-09-04-0009～0018 

繳交報告相關表件 PU-09-04-0019～0039 

10 

教學卓越計畫 PU-10-01-0001～0002 

教學卓越計畫申請書附件 PU-10-01-0003～0004 

計畫內容簡介 PU-10-01-0005 

成果專區簡介 PU-10-03-0001 

教學卓越計畫近期執行成效 PU-10-03-0002 

教學卓越計畫之計畫代碼 PU-10-04-0001 

11 教學卓越計畫 PU-11-01-000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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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簡介 PU-11-03-0001 

監察院 SI 
監察院教卓計畫_09-1 調查報告（公布

版） 
SI-0001 

研考會 RE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成效評估》座

談會（業界場） 
RE-0001 

101 年度由院管制「獎勵大學教學卓越

計畫 （第二期）」查證報告  
RE-0002 

審計部 AD 

中華民國 94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

告（含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 
AD-0001 

中華民國 95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

告（含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 
AD-0002 

中華民國 95年度中央政府擴大公共建設

投資計畫特別決算審核報告 
AD-0003 

中華民國 96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

告（含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 
AD-0004 

中華民國 96年度中央政府擴大公共建設

投資計畫特別決算審核報告 
AD-0005 

中華民國 97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

告（含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 
AD-0006 

中華民國 97年度中央政府擴大公共建設

投資計畫特別決算審核報告 
AD-0007 

中華民國 98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

告（含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 
AD-0008 

中華民國 98年度中央政府擴大公共建設

投資計畫特別決算審核報告 
AD-0009 

中華民國 99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

告（含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 
AD-0010 

中華民國 99年度中央政府擴大公共建設

投資計畫特別決算審核報告 
AD-0011 

中華民國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

報告（含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 
AD-0012 

中華民國 100 年度中央政府擴大公共建

設投資計畫特別決算審核報告 
AD-0013 

中華民國 101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

報告（含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 
AD-0014 

中華民國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

報告（含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 
AD-0015 

中華民國 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

報告（含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 
AD-0016 

中華民國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

報告（含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 
AD-0017 

中華民國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

報告（含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 
AD-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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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個案類型編碼一覽表 

補助期程 學校類別/規模/類型 建校歷史 訪談者類別 訪談地點 訪談長度 資料編碼說明 

1 3 期 B3 公立 PU 大型 L 綜合型大學 C 31-40 年 OD 

01 計畫主管 EX11 副校長室 01:41:43 052118-B3-PU-L-C-OD-EX11 

02 執行秘書 EX12 計畫辦公室 00:46:34 052118-B3-PU-L-C-OD-EX12 

03 中心主管 EX13 電話訪談 00:28:47 082118-B3-PU-L-C-OD-EX13 

2 3 期 B3 公立 PU 大型 L 綜合型大學 C 11-20 年 NE 
04 計畫主管 EX11 研發長辦公室 01:09:37 052218-B3-PU-L-C-NE-EX11 

05 學院院長 EX12 E-mail 訪談  052418-B3-PU-L-C-NE-EX12 

3 3 期 B3 公立 PU 小型 S 專業型大學 P 31-40 年 OD 

06 計畫主管 EX11 計畫辦公室 01:14:07 051618-B3-PU-S-P-OD-EX11 

07 執行秘書 EX31 電話訪談 00:52:04 052618-B3-PU-S-P-OD-EX31 

08 執行人員 EX32 電話訪談 00:39:24 053118-B3-PU-S-P-OD-EX32 

4 3 期 B3 私立 PR 大型 L 綜合型大學 C 61 年以上 OD 

09 計畫主管 EX11 計畫辦公室 01:52:45 052618-B3-PR-L-C-OD-EX11 

10 中心主管 EX12 電話訪談 00:40:52 110518-B3-PR-L-C-OD-EX12 

11 系所主任 EX21 電話訪談 01:06:28 112218-B3-PR-L-C-OD-EX21 

5 3 期 B3 私立 PR 大型 L 綜合型大學 C 61 年以上 OD 12 計畫主管 EX11 計畫辦公室 00:59:21 051218-B3-PR-L-C-OD-EX11 

6 3 期 B3 私立 PR 大型 L 綜合型大學 C 31-40 年 OD 13 計畫主管 EX11 計畫辦公室 01:26:22 052218-B3-PR-L-C-OD-EX11 

7 2 期 B2 公立 PU 中型 M 綜合型大學 C 21-30 年 NE 

14 計畫主管 EX11 立法院咖啡廳 00:50:04 050918-B2-PU-M-C-NE-EX11 

15 系所主管 EX21 電話訪談 00:44:37 111018-B2-PU-M-C-NE-EX21 

16 執行人員 EX31 電話訪談 00:49:19 041818-B2-PU-M-C-NE-EX31 

8 2 期 B2 私立 PR 大型 L 綜合型大學 C 51-60 年 OD 

17 計畫主管 EX11 計畫辦公室 01:38:05 051418-B2-PR-L-C-OD-EX11 

18 執行人員 EX31 永康街咖啡廳 00:36:24 051318-B2-PR-L-C-OD-EX31 

19 執行人員 EX32 電話訪談 00:42:45 041818-B2-PR-L-C-OD-EX32 

9 1 期 B1 公立 PU 大型 L 綜合型大學 C 61 年以上 OD 20 計畫主管 EX11 教授研究室 00:46:04 051318-B1-PU-L-C-OD-EX11 

10 1 期 B1 公立 PU 小型 S 專業型大學 P 51-60 年 OD 
21 計畫主管 EX11 副校長室 01:07:21 052618-B1-PU-S-P-OD-EX11 

22 中心主任 EX12 電話訪談 00:40:52 110518-B1-PU-S-P-OD-EX12 

11 1 期 B1 私立 PR 中型 M 綜合型大學 C 21-30 年 NE 

23 計畫主管 EX11 教務長室 01:18:08 052118-B1-PR-M-C-NE-EX11 

24 中心主管 EX12 電話訪談 00:58:28 052318-B1-PR-M-C-NE-EX12 

25 中心主管 EX13 電話訪談 00:43:57 100318-B1-PR-M-C-NE-EX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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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受教卓計畫經費補助大學之計畫網站與成果報告現況一覽表 

期程 學校名稱 網站存續 更新維護 計畫說明 成果說明 後繼計畫 

3 中原大學 O 2018/3/12 O X O 

3 中國醫藥大學 O 2017/7/14 O 有限 O 

3 元智大學 O 2018/11/2 O X X 

3 高雄醫學大學 O 未顯示 O 有限 X 

3 逢甲大學 X 網站連結導向教學發展中心網站 

3 東吳大學 X 網站連結導向該校高教深耕計畫網站 

3 世新大學 O 公告停止維運 O 有限 X 

3 東海大學 O 2017/10/15 O 有限 X 

3 輔仁大學 O 未顯示 O X X 

3 臺北醫學大學 O 2016/5/4 O 有限 X 

3 臺北藝術大學 O 2018/1/31 O 有限 X 

3 銘傳大學 X 網站連結導向該校高教深耕計畫網站 

3 亞洲大學 X 網站連結導向該校高教深耕計畫網站 

3 臺灣海洋大學 X 網站連結導向該校高教深耕計畫網站 

3 靜宜大學 O 2018/8/14 O X X 

3 中正大學 O 2018/1/8 O 有限 X 

3 淡江大學 O 2018/5/29 O 有限 X 

3 東華大學 X 與深耕計畫整合入教學卓越中心網站 

3 華梵大學 O 2014/6/17 X 有限 X 

3 慈濟大學 O 2017/10/13 O 有限 X 

3 大葉大學 X 網站連結導向該校校務發展暨品保處網站 

3 高雄師範大學 O 2014/6/25 O X X 

3 義守大學 O 2017/11/24 X X X 

3 彰化師範大學 X 與深耕計畫整合入教學卓越中心網站 

3 嘉義大學 O 2016/2/25 O X X 

3 臺灣藝術大學 X 網站連結導向該校高教深耕計畫網站 

3 大同大學 O 2018/11/19 O 有限 X 

3 玄奘大學 O 2016/6/6 O 有限 X 

2 暨南國際大學 O 2015/1/22 O 有限 X 

2 臺北大學 O 2018/3/5 O 有限 X 

2 聯合大學 X 查無網站訊息 

2 新竹教育大學 X 查無網站訊息 

2 宜蘭大學 O 2018/4/27 O 有限 X 

2 中國文化大學 O 2019/4/30 O 有限 X 

2 高雄大學 O 2017/12/28 O 有限 X 

2 佛光大學 X 網站連結導向該校高教深耕成果網站 

2 臺南藝術大學 X 查無網站訊息 

1 臺灣師範大學 O 2017/8/22 O X X 

1 南華大學 X 查無網站訊息 

1 國立體育大學 X 查無網站訊息 

1 實踐大學 O 2017/12/15 O 有限 X 

1 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X 網站無法連結 

1 臺南大學 X 無專屬網站，僅於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設立專區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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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東大學 X 查無網站訊息 

1 臺北教育大學 O 2015/4/24 O 有限 X 

1 中華大學 X 網站連結導向該校高教深耕計畫網站 

1 國防醫學院 O 2017/11/15 O 有限 X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2019 年 4 月 30 日取自各大學網頁）。 

備註：1、網站存續係指計畫網頁能夠被搜尋並點選頁面資訊，某些頁面資訊可能出現檔案佚失或

連結失效情況；2、成果說明係指網站提供計畫實施成果簡要說明，並未提供完整成果報告；3、計

畫說明係指提供當期計畫概覽與簡要說明，不一定包括歷年計畫相關項目；4、成果說明項目係指

網站提供計畫實施成果簡要說明，未提供完整成果報告與細部項目；5、後繼計畫係指該網站連結

或並存高教深耕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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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MAXQDA 代碼矩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