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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快速擴充，使得我國高等教育性質從大眾化走向普及化，

在這種發展過程中，關注的焦點也從「入學機會(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擴展至

「品質與績效責任(quality and accountability)」。
職此之故，為了確保未來我國高等教育的品質與數量之均衡與卓越發展，當前實

有必要針對我國大學生及研究生質與量的適當性進行深入探討與研究，俾利於政府研

擬相關政策及配套措施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和待答問題

基於前述，本子計畫係以「從受教者觀點分析我國大學生及研究生質與量適當性」

為核心議題進行研究，期能達成下述幾項主要目的：

一、從受教者觀點分析我國高等教育數量適當性（第一年）；

二、從受教者觀點分析我國大學生品質適當性（第二年）；

三、從受教者觀點分析我國研究生品質適當性（第二年）

根據前面所述的各項研究目的，乃進一步提出下述幾項待答問題如下：

1. 我國高等教育數量是否適當？

1-1 運用國際可比較資料，檢證高等教育數量發展與經濟成長率之關連性？

1-2 運用國際可比較資料，檢證高等教育數量發展與高等教育失業率之關連

性？

2. 我國大學生品質是否適當？

2-1 以學生受教經驗調查所得資料，分析不同領域教育品質是否不同？

2-2 以學生受教經驗調查所得資料，分析不同學系教育品質是否不同？

2-3 以學生受教經驗調查所得資料，分析不同年級教育品質是否不同？

2-4 學生受教經驗依不同題項之間排序情形如何？

2-5 學生受教經驗依不同領域之間排序情形如何？

2-6 學生受教經驗依不同學系之間排序情形如何？

2-7 學生受教經驗依不同年級之間排序情形如何？

3. 我國研究生品質是否適當？

3-1 以研究生受教經驗調查所得資料，分析不同領域教育品質是否不同？

3-2 以研究生受教經驗調查所得資料，分析不同研究所教育品質是否不同？

3-3 以研究生受教經驗調查所得資料，分析不同年級教育品質是否不同？

3-4 研究生受教經驗依不同題項之間排序情形如何？

3-5 研究生受教經驗依不同領域之間排序情形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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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研究生受教經驗依不同研究所之間排序情形如何？

3-7 研究生受教經驗依不同年級之間排序情形如何？

針對待答問題 1，本研究使用文件分析、國際比較及相關統計分析，然後本研究

運用問卷調查法，調查學生受教經驗並根據其分析與討論結果，以回答待答問題 2
和 3。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使用之方法包括：(1)透過文件分析與國際比較，以瞭解我國高等教育數

量在國際比較上是否適當；(2)運用相關統計分析，以檢證我國和各國高等教育數量

發展與經濟成長率及高等教育失業率之關連性，以瞭解我國大學生及研究生數量的適

當性；(3)使用問卷調查法，以獲悉我國大學生及研究生教育品質。

壹、文件分析

大部分的研究需要文件證據的分析(analysis of documentary evidence)。有時是輔

助性的，使用來補充經由其他研究方法所獲得的資料，有時則是最主要的、或者單一

的研究方法。當接近研究對象有困難時，有關教育檔案與記錄的文件分析，可能會有

極高價值。此一方法主要源自於歷史的方法(historical methods)，必須關注於文件資料

選擇的問題與證據的鑑定(Bell, 1993)。一般而言，文件資料主要分為有意圖的文件

(deliberate sources)與沒有意圖的文件 (inadvertent sources)二類，前者包括自傳

(autobiography)、教育學者或政治人物的備忘錄、有意在日後出版的日記或信件，以

及為自我辦解之文件。這些資料包含一種為未來保留證據的明顯意圖；相對於前類文

件，後者被研究者使用的目的，並非其原生產目的。此類文件是由地方與中央政府所

創造出來，以及來自於教育制度平日工作之中。例如，立法機構、政府部門與地方當

局的記錄，以及學術性委員會、資深管理人員、部門主管與工作團體成員的會議記錄、

手冊與簡介、考試文件、入學註冊資料、個人檔案、聘任人員的回覆資料、方案選擇

之文件、公報(bulletin)、信件與報紙。這些資料不是基於某種研究目的而設計的文件

資料，稱為沒有意圖的文件，在研究上卻經常予以使用，而且具有很高的價值。雖然

這些文件資料基本上是沒有特定的意圖，但須注意的是：有時這類文件資料可能也會

隱藏著欺瞞他人的意圖。例如，有些政府部門的記錄，事實上旨在為未來的行動提供

合法性的基礎。一般說來，文件分析的主要優點如下(Johnson, 1994)：
‧ 相對較低成本的研究型式，成本多寡端視收藏資料的所在位置而定。

‧ 能將先前沒有關連的資料結合起來，以探究一項研究主題。

‧ 促使能夠研究目前參與者無法趨近的過去事件，或者具有爭議性的問題。

‧ 一種「平實的」研究方法。

‧ 一種輔助由其他方法所蒐集的資料，並深具價值的方法。

因此，本研究使用文件分析作為輔助性的研究方法，以探究各國高等教育數量發

展情形。

為了進行國際比較，必須掌握有關之文件並進行分析，表 1-1 及表 1-2 列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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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部和國際組織之相關文件。

表 1-1 各國教育部之相關文件

名稱 網址 文件
英 國 教 育 與 技 能 部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http://www.dfes.gov
.uk/index.shtml

1.Widening Particip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2006)
2.The White Paper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2003)

美 國 聯 邦 教 育 部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

http://www.ed.gov/i
ndex.jhtml

FY 2006 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
Report (PAR) (2006)

紐 西 蘭 教 育 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

http://www.minedu.
govt.nz/

Cabinet Paper –Tertiary
Education Reforms: The
Next Steps (2006)

加拿大各省教育廳長聯合會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Education, Canada )

http://www.cmec.ca
/index.en.html

Investing in Their
Future — A Survey of
Student and Parental
Support for Learning
(2006)

澳洲聯邦教育、科學及部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raining)

http://www.dest.gov
.au/default.htm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Outcome
Performance Indicators
(2005)

芬 蘭 教 育 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

http://www.minedu.
fi/OPM/?lang=en

Polytechnic Education in
Finland (2006)

資料來源：研究者查詢整理而成

貳、國際比較

在了解教育制度上，國際比較總是非常重要的，不僅為了向其他國家的制度學

習，而且可對於本國的教育發展產生批判性瞭解，因此比較研究是一種開始增進自我

瞭解的方式。雖然在比較研究之中有一些不同的研究觀點（perspectives），國際比較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通常是關於檢視全球變遷（global change）與國家對抗

（national resistance）之間的互動。但在此種廣泛性目標下，所進行的分析至少有二

種不同的反省。一方面，可使用國際比較，來發展出對於國家的制度與安排之特殊性

有更為精確的瞭解 - 專注於抗拒的問題上；另一方面，重點可以擺在尋求共同的特

徵 - 也許是更為全球性變遷的方向（Whitty, et. al., 1998）。因此，本研究將所蒐集的

相關文件資料，運用跨國比較，進行大學生和研究生之數量分析及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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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國際組織相關文件

名稱 網址 文件
UNESCO www.unesco.gov 1.Doctoral Studies and Qualification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atus
and Prospects (2004)

2.Higher Education Crossing Borders –A
Guide to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 for Cross-border
Education (2006)

3.Guidelines for Quality Provision in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 (2005)

4.Higher Education in a Globalized
Society (2004)

OECD www.oecd.org 1.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 Focus on
Higher Education (2005-2006)

2.Quality and Recogni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 The Cross-border
Challenge (2004)

EU http://europa.eu/ 1.‘Lifelong learning’: A New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me to Build the
Knowledge Society (2006)

2.Investing Efficiently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 Imperative for Europe
(2003)

3.The Role of the Universities in the
Europe of Knowledge (2003).

The
World
Bank

http://www.worldbank.org/ Quality Assurance and Accredit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4)

資料來源：研究者查詢整理而成

參、相關統計方法

本研究使用之相關統計方法，除了一般描述性統計方法外，尚包括 t 考驗、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以及群集分析。群集分析是一種多變量 Pearson 相關統計技術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technique)，而且普遍使用於分類目的，此項技術所進行的分類

是根據被分類者擁有的特徵之相似性和相異性(Cluster Analysis, 2006; ValadKhani &
Worthington, 2005)。本研究使用此項統計方法分析並結合 Pearson 相關，以瞭我國和

各國高等教育數量發展與經濟成長率及高等教育失業率之關連性，俾利於檢證我國大

學生及研究生數量的適當性。

肆、問卷調查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我國大學生及研究生為研究對象，實施受教經驗調查，

以瞭解我國大學生及研究生之教育品質。

根據上述各項方法，本研究的步驟包括資料蒐集、文件分析、國際比較、統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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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問卷編製、抽樣調查、資料處理、結果討論、歸納結論與建議、撰寫報告，其流

程如圖 1-1。

資料蒐集
↓

文件分析

↓
國際比較
↓

統計分析
↓

問卷編製
↓

抽樣調查
↓

資料處理
↓

結果討論
↓

歸納結論與建議
↓

撰寫報告

圖 1-1 研究步驟

第四節 預期成效

本研究完成後預期可達成之具體成效如下：

第一、可掌握「我國高等教育數量發展與經濟成長率和高等教育失業率之關聯性

及其在國際上的適當性和意義」，可供我國政府有關部門研擬相關政策之參考；

第二、蒐集與整理出「高等教育質與量國際比較」相關文件資料，可供我國參考；

第三、「大學生及研究生質與量」研究成果，可為國內提供分析教育品質與數量

的範例與研究資料；

第四、「我國大學生及研究生質與量」研究成果可使用中英文並陳方式，將此成

果推展至海外，並有助於推動國際合作事宜，以建立我國在高等教育質與量研究領域

上之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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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略）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概念架構；第二節是研究對象；第三節是

實施程序；第四節為資料處理，茲依次予以敘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概念架構

本研究概念架構如圖 3-1 及 3-2 所示。從研究概念架構（一）可知，本研究

的自變項為高等教育數量發展，分為高等教育入學率、高等教育人口成長率、

高等教育（學士及碩士）畢業生佔同年齡人口百分比、高等教育（專科）畢業

生佔同年齡人口百分比、高等教育學位完成率（學士及碩士）、高等教育教育學

位完成率（專科）、高等教育公共支出佔整體公共支出百分比、高等教育公共支

出佔 GDP 百分比；依變項分為經濟成長率、高等教育失業率。

圖 3-1 研究概念架構（一）：高等教育數量適當性

X1:高等教育入學率

X2:高等教育人口成長率

X3:高等教育（學士及碩

士）畢業生佔同年齡人口

百分比

X4:高等教育（專科）畢業

生佔同年齡人口百分比

X5:高等教育學位完成率

（學士及碩士）

X6:高等教育教育學位完

成率（專科）

X7:高等教育公共支出佔

整體公共支出百分比

X8:高等教育公共支出佔
GDP 百分比

自變項

Y2:高等教育失業率

Y1:經濟成長率

依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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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研究概念架構（二）可知，本研究的自變項共有四個，分為機構變項（領

域別、系所別）和個人變項（年級、學生類別）。依變項為教育品質，分為分項

與整體二部分。因此從圖 3-2 可知，本研究旨在驗證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關係，

亦即不同領域別與系所的大學機構、不同年級與學生類別的個人是否影響其受

教經驗和品質。

圖 3-2 研究概念架構（二）：高等教育品質適當性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我國大學生及研究生為研究對象，在實施問卷調查上，抽樣的原則將根

據台灣評鑑協會的大學校務評鑑和科技校院評鑑分類方式，從各類依比例抽取學校，

然後從樣本學校抽取一、二、三、四年級學生及一、二年級研究生進行調查。

第三節 實施程序

壹、文件分析及國際比較

本研究先蒐集大學生及研究生質與量之相關文件資料，以美國、英國、法國、德

國、日本、俄羅斯、加拿大、澳洲、西班牙、荷蘭、愛爾蘭、芬蘭、挪威、瑞典及丹

麥共 15 個國家與範圍，並運用 OECD 可資利用之相關資料，以進行大學生及研究生

數量之國際比較。

貳、統計方法

然後本研究運用包含集群分析在內之有關統計方法，分析我國與各國高等教育數

量發展與經濟成長率及高等教育失業率之關連性，以檢證我國大學生及研究生數量的

適當性。

機構變項

領域別

系所別

自變項

個人變項

年級
學生類別 整體

分項

依變項

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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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大學生及研究生教育品質先導性問卷調查

本研究之大學生及研究生品質先導性調查對象為一所個案大學的十五個系所之

大二、大三、大四及研一、研二碩士生。先導性問卷調查法之實施於 2007 年 6 月
完成，回收之有效問卷共有 1,312 份。

本研究問卷之編製係根據上述文獻之研覽結果，由研究小組進行研擬，並經由

相關專家之修訂後完成，協助建立本問卷效度之專家為先導性個案大學十五個系所主

任及所長。表 3-1 及表 3-2 分別是調查對象之個人背景資料與問卷內容主要題項。

表 3-1 大學生及研究生教育品質先導性調查背景資料

1. 學生類別：
□（1） 大學生         □（2）碩士生
2. 就讀系所別：
□（1）教育研究所    □（2）幼兒教育學系  □（3）應用日語學系
□（4）應用英語學系  □（5）企業管理學系  □（6）財務金融學系
□（7）資訊管理學系  □（8）醫務管理學系  □（9）餐旅暨食品管理學系
□（10）觀光休閒學系 □（11）營建科技與空間資訊學系 □（12）資訊工程學系
□（13）電腦與通訊學系  □（14）環境資源工程學系    □（15）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3. 就讀年級：
□（1）大學二年級  □（2）大學三年級   □（3）大學四年級   □（4）碩一
□（5）碩二
4. 就讀領域：
□（1）人文  □（2）社會   □（3）科技

表 3-2 問卷內容之主要題項

題號 題 目
01 我修習過的課程是有學術啟發性的。
02 授課教師通常對我的學習給予有用的回饋。
03 系（所）上課程能幫助我發展出未來就業的工作能力。
04 在修課期間我清楚知道自己的進步情形。
05 系（所）上行政支援措施可以有效幫助我的學習。
06 授課教師們能激發我有最佳的學習表現。
07 我修習過的課程增進了我的分析能力。
08 我修過的課程激發了我繼續唸研究所的動機。
09 在授課教師使用教學科技時，確實有助於我的學習。
10 授課教師能瞭解我在課業學習上的困難。
11 我修過的課程有培養出我對問題的解決能力。
12 系（所）上的教師們認真教學，所教科目都能引發同學們的興趣。
13 授課教師在一開始就清楚讓學生知道對他們的期望與要求。
14 授課教師投入足夠的時間來幫助我的課業學習。
15 我覺得與積極從事研究的教師接觸獲益良多。
16 整體而言，我對系（所）上課程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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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整體而言，我滿意系（所）上對學生所提供的支持與服務。

第四節 資料處理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法蒐集實徵性研究資料，研究資料之處理係使用 SPSS
統計套裝程式，運用之統計方法包括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等描述性統計外，

亦使用 Pearson 相關、集群分析、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 Scheffé 事後比較

等推論性統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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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略）

第五章 研究進度與發現

本研究為二年期計畫，本章為研究實施進度與發現，旨在說明本研究自計畫核

准至今所完成之工作項目與內容，以及初步之研究發現和第二年之規劃。

第一節 本研究至今完成之進度

壹、已研覽並彙整大學生及研究生的品質衡量方法相關學理文獻，包括 OECD 會員

國所使用之最低門檻法、排名/指標方法、學習影響方法及持續改進方法，以及

在美國的大學生學習評量方案，以測量大學對學生學習產生之助益，以及在美

國、澳洲針對大學在學生及畢業生之全國性調查制度，以建立本研究之文獻基

礎；

貳、已運用經濟開發與合作組織（OECD）有關資料，針對大學生與研究生人數佔其

年齡人口之比率、大學生與研究生學位完成率及大學與研究生畢業率等方面進

行國際比較；

參、進行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加拿大、澳洲、西班牙、荷蘭、

愛爾蘭、芬蘭、挪威、瑞典及丹麥共十五個國家有關現況之探討；

肆、運用 OECD 有關資料，完成高等教育數量發展與經濟成長率及高等教育失業率

關係之統計考驗分析；

伍、完成大學生及研究生教育品質之先導性調查及其結果統計分析。

第二節 初步研究發現

壹、經濟開發與合作組織的有關資料之國際比較顯示：
第一項是：OECD 高等教育類型 A（相當於我國學士及碩士）畢業生佔其同年齡

人口比率，其國家平均值為 36.4，略高於我國 35.26 %（學士為 60.95%；碩士為 11.65
%），顯示我國大學生及碩士生的參與率，符合先進國家高等教育數量趨勢。近年來

我國一般社會大眾及傳媒報導指出，我國高等教育數量過多實有待檢證。

第二項是：我國高等教育學位完成率為 89.87％，遠高於 OECD 的平均值 70％，

這可能反映出我國高等教育一方面可能是欠缺淘汰機制；另一方面可能是我國較仰賴

入學門檻的篩選。

最後一項是：2005 年高等教育畢業生失業率 OECD 國家的平均值為 4.0％，我國

亦為 4.0％，可見，我國現今高等教育畢業生失業率與這些先進國家是相似的。

貳、 15 個國家的綜合分析結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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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國分析的國家共有十五個，分別是：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

斯、加拿大、澳洲、西班牙、荷蘭、愛爾蘭、芬蘭、挪威、瑞典及丹麥。

二、在高等教育數量發展方面，美國最早進入大眾化高等教育，英國也從菁英型走

向大眾型或普及型教育，目前已有將近 43 %，英國政府目標為 18～30 歲人口

中 50 %就讀大學。

三、高等教育機構類型方面，美國有四年制大學與學院、二年制社區學院。英國擁

有統一高等教育體系，由大學和一些提供高等教育課程機構共同組成。

四、在公私立別上，美國公私立二元並行，學生就讀於公私立大學的比例，大學部

部分私立與公立的比例約為 4：1；研究所部分，私立與公立的比例約為 3：2。
五、學習滿意度方面，美國大學學生滿意度調查發現：第一、在課程中教學的品質

是傑出的。第二、專業人員在他們領域中是博學的。第三、能夠在很少的衝堂

之下選修課程。第四、學費的支付是一種有價值的投資。第五、我的指導教授

符合主修領域專業的要求。第六、我有能力去體驗智慧的成長。英國《高等教

育的未來》報告書顯示，多數學生對其教學和學習品質感到滿意。

六、 研究生方面，美國研究所與專門學院人數 3,456,882 人，公立學校入學佔 60.3%、
私立學校入學佔 39.7%。美國的高級研究，多半由博士後的研究來完成。此種

研究大半是政府提供款項來進行，此研究為「第四級學位」(fourth level)，位在

「學士」、「碩士」及「博士」之後。博士後的研究獎學金，多半集中在理工科

上。目前全英國研究生中有一半以上的學生採取部分時間之上課方式，可見結

合學習與工作的上課方式在英國高等教育系統中已經具有一定的市場佔有率。

七、就業方面，在美國 25 到 64 歲群組的高等教育畢業生的平均收入比那些只有高

級中等教育的人多 72％，較不一樣是有二個更高的國家，就是捷克(82％)和匈

牙利(117％)。高等教育畢業生也有較好的機會找到工作。英國大學生畢業後 6
個月內有 93 %就業或升學，受過高等教育者的收入亦比未接受者所得平均高出

50 % 。還有其接受高等教育人數增加，勞力市場平均薪資並未下降。

八、國際學生，美國是全世界擁有最高比例的外國學生。英國的外國學生佔其高等

教育人口約 14 %，有相當高的比例。

九、就修業方式而言，英國大學生有三分之一，研究生有一年以上是採部分時間之

上課方式，而且成人學生佔約 60 %的比率。

參、高等教育數量發展與經濟成長率及高等教育失業率關係之統計分析結果顯示：

以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加拿大、澳洲、西班牙、荷蘭、愛

爾蘭、芬蘭、挪威、瑞典及丹麥共 15 個國家及我國相關資料（詳見附錄）進行統計

分析。高等教育數量發展的 8 個自變項之中，高等教育人口成長率與經濟成長率有顯

著的正相關；其次，高等教育數量發展的 8 個自變項與高等教育失業率依變項之間，

未發現有顯著的關係存在。揆諸上述研究結果，可見我國過去幾年高等教育的擴充對

經濟成長有貢獻，與高等教育失業率變化並無明顯的關係，因此我國媒體「高學歷、

高失業」的有關報導及一般社會大眾常識性看法，只是一項缺乏客觀事實支撐之迷思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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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大學生及研究生教育品質與先導性調查結果顯示：

本研究先導性調查所得結果，學生對「我修習過的課程是有學術啟發性的」的同

意度最高；相對地，學生對「我修習過的課程激發了我繼續念研究所的動機」的同意

度雖然高於平均數 3 分，但較其他題項得分為低。

各題項均高於五點量表理論性平均值 3 分，且達統計上的極顯著水準，可見受調

查者平均而言，肯定其所受教育品質。

就性別而言，發現選項 3、選項 7 及選項 10 有性別差異存在。就學生類別
而言，研究生在各個選項的平均數均高於大學生，且達統計上之極顯著水準。就不同

系所而言，在所有選項上，亦有極顯著的差異存在。就不同年級之間而定，在各選項

上亦存有極顯著的差異。不同就讀領域之間，則僅發現在選項 2、選項 6、選項 8 及

選項 13 存有差異且達統計顯著水準。

第三節 第二年規劃工作項目

一、 以世界各國為範圍之相關資料，進行高等教育數量發展與經濟成長率及高等教

育失業率關係之統計分析。

二、 繼續針對國家案例之深入探究。

三、 進行對學生教育品質之全面調查工作。

四、 綜合分析國家案例、國際比較及問卷調查之實證性研究發現。

五、 根據研究結果，從受教者觀點，提出涵蓋研究結論及建議之我國大學生及研究

生質與量適當性之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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