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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各職級（正、副、助理教授）大學教師其主持研發計畫數（非營利、校

內、產學、政府、跨校）對研究產能（研討會、學術期刊論文數）之預測模型。研究資料採

用南部一所私立醫學大學於 2006-2015年共 10年期間之教師人事資料，串接該校之校務資料

庫中與本研究相關之變項，並採用描述性統計、階層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主要研

究結果如下：一、各職級教師均以主持政府計畫為主，但其他類計畫數與研究產能表現不盡

相同；二、總體上，職級高者主持計畫數多，也正向預測研究產能；三、年輕但職級高者有

較高的校內、政府與跨校計畫數和研究產能；四、不同職級教師的期刊論文發表途徑各異，

正教授學術產出模式最靈活多元。本研究提出大學組織、教師個人策略規劃之建議；同時，

優化校務資料蒐集有益進一步分析，以期掌握研究產能趨勢，降低大學教師職能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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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我國《大學法》第 1條明確記載：「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

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因此，大學教師的職責包含教學、研究及服務與輔導三大面向。然

而，此三大面向所需的專業能力不盡相同，甚至在時間使用上有相互排擠的可能。其中，研

究產能（research productivity）是大學教師樹立學術地位的依據，也是晉升、獎勵的重要指標。

因此，本研究透過撈取並統計分析一所私立醫學大學於 2006-2015年間校務資料庫中有關教師

學術表現之資料，旨在探討影響該校各職級教師研究產能之因素，並建立模型。文末更進一

步針對我國高等教育教師人力發展，依照三個面向提出具體建議。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大學工作場景裡常見以下三類教師：第一類教師的學術論著浩瀚，運用大學賦予教師

的學術自由，羅織學術網路，發展研究脈絡；畢竟大學教師應在知識產出上樹立專業地位。

第二類教師則是教學卓越且深獲學生歡迎，教學資料充足，也可透過架設教學網站以延伸課

室教學，並積極指導學生；畢竟教學是良心事業，而大學旨在培育後進。第三類教師則積極

將大學教育與在地社區充分融合，因而積極帶領學生參與，以發掘、更新、再造社區文化與

生活，畢竟大學應擔起社會責任。基於此，為人師者在自我檢視個人價值和組織貢獻度時，

不免遭遇兩難：研究傑出或作育英才孰輕孰重（即研究重於教學嗎）？是否應投入社會服務

或主管職務以多加歷練，或是專心一致的經營個人學術（即服務重於研究嗎）？大學教師需

要在教、研、服皆有所投入和參與是本研究之背景所在。 

依據《大學法》第 21 條規定：「大學應建立教師評鑑制度，對於教師之教學、研究、輔

導及服務成效進行評鑑，作為教師升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

由於現存各校教師評鑑辦法大多就教、研、服分別核給分數，教師為求順利升等，必須在有

限時間內努力進行各項任務，並兼顧身心適應。因此，如何達到最佳工作效能並顧及身心健

康，實為勝任大學教師工作之關鍵。又不同職級教師的升等條件不同，是否可能因此影響研

究產能，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由於教、研、服耗時費力，所以因教師職級高低而累積的資源、經驗多少，也會影響工

作效能（田芳華，1999；林俊瑩、謝亞恆、陳成宏，2014）。儘管近來有關於各大學「重研究、

輕教學」的檢討聲浪不斷，但許多大學教師仍然相信「研究產能」才是達成升等的主要因素

（李珮如，2010；Fairweather, 2002）。而研究產能涉及如主持研發計畫或出版等個人學術成就，

亦有助升遷（Harle, Vest, & Menachemi, 2016）。以政府競爭型計畫而言，申請者往往需具備足

夠的研究經驗與能力，始能受審查人員青睞，因此計畫經費有集中於少數人的趨勢（田芳華，

2003；Mongeon, Brodeur, Beaudry, & Larivière, 2016）。文獻亦曾探討論文出版集中於少數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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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吳安妮、王泰昌、彭火樹、陳美惠，2016；Larivière, Macaluso, Archambault, & Gingras, 

2010）。研究者認為，主持研發計畫與研究產能息息相關，但各職級教師的產能高低是否有結

構性因素，造成預測產能的模型各異，值得探討之。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訂定大學教師之職級、主持研發計畫數及研究產能之

關聯性，探討各職級教師之主持研發計畫數對研究產能的預測情形。 

二、研究目的 

茲將本研究目的敘述如下： 

（一）瞭解各職級教師的主持計畫數與研究產能（研討會、期刊論文數）之現況。 

（二）探討在控制相關人口變項（性別、年齡、年資、婚姻）下，教師職級是否能有效

預測主持計畫數與研究產能。 

（三）分析各職級教師主持計畫數對研究產能有無預測力，以及研討會論文數是否形成

中介效果。 

貳、文獻探討 

一、大學教師角色與工作負荷探討 

大學教師之教、研、服三者專業角色，與其工作分配是本段落之探討重點。 

（一）教、研、服的專業角色 

如前所述，《大學法》第 21 條敘明大學教師的專業職責包括教、研、服（含輔導）等要

項外，亦必須持續性有具體事蹟，作為升遷、獎勵等人事決定之依據。並參照審核標準與作

業流程，由多位領域相近之專家審議之。 

然而，大學教師的評鑑制度其來有自，在少子化衝擊我國大專校院的教育現勢下，教師

評鑑制度甚至可能成為獎優汰劣的政策工具，以降低大學經營與發展的成本。儘管批評評鑑

制度的聲浪不斷，畢竟大學教師原本應是培育人才的人力資源，卻在面臨經費拮据、競爭態

勢激烈的高教氛圍中轉而成為勞動成本（周祝瑛，2011；孫志麟，2007）。另一方面，教、研、

服三者好似各自獨立，卻又相互交疊（何希慧，2015），例如課外學習輔導既是教學，也是輔

導；刻正風行的校務研究，看似行政組織，權責上則要處理資料，進行分析、撰寫報告的研

究工作。因此，教師評鑑要如何公平、公正，且正確評估教師的貢獻，在這既教學又輔導、

既行政又學術兩兩相互交疊的工作現況中，則成為一門大學問。 

本研究探討一所私立醫學大學教師研究產能，該校《專任教師新聘及升等計分標準》亦

劃分為教、研、服三類。在教學部分，可依教學能力、評量、成長、特殊表現、行政配合度、

學院特色教學績效等六項，分別核予分數；在服務部分，可依擔任導師、職涯或心輔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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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擔任主任、副主任等行政要職，分別核予分數；在研究部分，則可依論文、發明專利權、

技術移轉／授權、產學合作（含委託研究）等，分別核予分數。其中「研究」的核分標準有

數種權重方式，顯示研究是教師能否升等的重大因素之一。 

教師的良窳深深影響大學的卓越與學生品質，教師的研究產能維繫著大學排名。如果教

師的研究產能愈高，且能在 I級學術期刊發表，或論文引用率愈高，將愈有助於教師本身與大

學總體的聲望與排名（李珮如，2010；邵婉卿、林明佳、陳昀萱，2016；Webber, 2011）。大

學若名列前茅，將可招收優秀的學生前來就讀。在教師產能－大學排名－優質學生三者正向

循環的結果下，各大學鼓勵教師提升研究產能自有道理。 

（二）教、研、服的工作分配 

既然教、研、服均被列為教師升等的重要條件之一，那麼在有限時間內，教師如何有效

分配工作順序與時間將是致勝之關鍵（Khan, 2017）。研究顯示，各大學對教師教學愈顯重視，

而服務則瓜分了教學與研究的時間（Schuster & Finkelstein, 2006）。事實上，教、研、服三者

的專業角色與時間投入是相輔相成還是彼此衝突呢？研究結果仍莫衷一是，尤以討論教學與

研究二者之關聯為眾。雖然傳統上認為「教研相長」，亦即因研究而知道愈多、教得愈好

（Fairweather, 2002），但另有研究結果顯示這三者需要不同的準備。例如：教學與研究間呈現

不顯著相關（Hattie & Marsh, 1996; Marsh & Hattie, 2002; Ramsden, 1994），甚或彼此衝突

（Fox, 1992; Ramsden & Moses, 1992）；而服務可能會降低研究產能（Meyer, 1998）。由上述可

知，教師需要平衡教、研、服之職責，方能勝任愉快。 

二、人口變項對於教師研究產能的影響 

由於教師晉升之標準各校不同，因此研究產能定義不一。而教師性別、婚姻狀態等是否

影響研究產能？以下進一步釐清產能之定義，並探討人口變項是否影響教師學術產能高低。 

（一）教師研究產能的定義 

教師研究產能係指可幫助教師升遷、評鑑的研究產出，有以下幾種定義：第一種是直接

計算教師近年的出版品總數，包括：期刊論文、書評、文章、創作、專書、教科書、專著

（monograph）等（Fairweather, 1996, 2002）。第二種是根據不同科別、機構型態，而對各種出

版品給予不同權重，如：醫學科比較重視期刊論文數，也重視引用數、H-index等，音樂科比

較重視展演，歷史科比較重視書籍等（吳安妮、王泰昌、彭火樹，2004；黃薇蓁、鄧乃嘉、

林哲堂、黃詠愷，2012；Hattie & Marsh, 1996）。第三種則是採用較廣泛定義來涵蓋各種研究

產出，包括：校外研究計畫（externally-funded research project）（田芳華，1999；Massy & Wilger, 

1995）、研討會論文（Ramsden & Moses, 1992）等。 

承上所述，由於醫學型大學特別重視期刊論文產出，而當教師獲得計畫經費時，仍需一

段研究時間才能產出相關研討會、期刊論文，故計畫與相關論文產出有時間順序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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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研究將計畫數與研究產能分開，而將研討會和期刊論文數均視為研究產能，但以期刊論

文數為主。再者，文獻載明校外計畫對教師研究產能的重要性（Fairweather, 2002），那麼其他

計畫如：非營利、校內、產學、跨校等計畫，是否亦有助研究產能？亦是本研究焦點之一。

此外，為獲致足夠計畫與論文數，本研究參考吳安妮等（2016）的建議，將教師研究產能訂

定在過去 10年的時間範圍。 

（二）影響研究產能高低的成因 

諸多研究探討大學教師的性別、婚姻、年齡、年資、親子扶養數等人口變項對研究產能

的影響力。性別是否影響產能仍未有定論，有些研究顯示男性教師研究產能較高（Blumenthal 

et al., 2017; Fairweather, 2002; Hesli & Lee, 2011）；然而，在控制如雇主類型、專長領域等變項

後，性別卻失去預測力（Davis & Patterson, 2001）。在婚姻狀態上，有些研究顯示已婚教師產

能較高（Kyvik, 1990; Hesli & Lee, 2011; Xie & Shauman, 1998），但亦有研究顯示已、未婚教師

並無產能差異（Sax, Hagedorn, Arredondo, & Dicrisi, 2002）。在年齡上，有些研究顯示年輕教師

產能高（Kyvik, 1990; Sax et al., 2002）。Teodorescu（2000）針對澳洲、巴西、智利、香港、伊

朗、日本、韓國、墨西哥、英國及美國等大學教師進行跨國研究，發現大多數國家在不同教

師年齡群組間並無產能差異；而在校服務年資是否影響產能，亦有不同的研究結果。有些研

究顯示，年資愈低的學者有較高產能（Burke, Fender, & Taylor, 2007; Hesli & Lee, 2011）；但亦

有研究顯示對大多數國家而言，不同年資群的教師間並無產能差異（Teodorescu, 2000）。 

此外，若以性別和婚姻狀態為複合因素，Hesli 與 Lee（2011）的研究顯示：性別影響力

大於婚姻狀態，故產能優劣依序為已婚男性、未婚男性、已婚女性、未婚女性。Kyvik（1990）

的研究則顯示，婚姻狀態影響力大於性別，因此產能優劣依序為已婚男性、已婚女性、未婚

男性、未婚女性。是以，不同人口變項可能影響教師研發計畫數及研究產出，故本研究選用

性別、婚姻、年齡、年資等人口變項作為影響教師研究產能的可能原因。 

三、各職級教師主持計畫數與研究產能關聯之相關研究 

首先，從時間軸來看，教師主持計畫後，大致有二種期刊論文產出途徑：第一種是先產

出研討會論文，再產出期刊論文；第二種則是直接產出期刊論文。相關研究亦顯示，教師有

研究計畫經費支持，將提升與更多研究助理合作的機會（Porter & Umbach, 2001; Zhang et al., 

2017），進而提升研究產出的可能（Cvetanovich et al., 2016; Ramsden & Moses, 1992; 

Teodorescu, 2000; Webber, 2011）。至於出席研討會的次數正向影響研究產能（Hesli & Lee, 

2011; Taylor, Fender, & Burke, 2006），則是因為教師在學術場域，建立專業同儕交流的機會，

相互激勵與成長，而有助合作與產出論文。 

其次，Teodorescu（2000）針對 10 國大學教師的跨國研究顯示，投入職級、研究計畫資

金、研討會出席數等預測變項後，顯示在澳、英兩國，職級高者研究產能愈高；且大多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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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師的計畫資金及研討會出席數皆可正向預測期刊論文數。由此可知，教師產能高低的確

受到職級、計畫支持等結構性因素的影響。然而，不同職級教師是否有不同的研究產能，在

各國的研究發現亦不盡相同。 

再者，職級對研究產能所產生的影響力，相關研究顯示職級愈高，研究產能愈佳（林豔

君、黃璉華、陳滋茨，1998；Copes, Khey, & Tewksbury, 2012; Cvetanovich et al., 2016; Kyvik, 

1990）。因為職級較高教師，特別是正教授之研究資源穩定、專業網絡較密集，受邀撰寫期刊

或專書等論文機會較多等原因，也因而更具專業自信。相較而言，助理教授則缺乏這些研究

優勢，而在產出學術論文上形成相對弱勢。 

綜上所述，雖然有部分文獻顯示教師職級、主持計畫數與研究產能息息相關，但針對我

國教師的實證研究仍有許多探討空間。林豔君等（1998）針對大專護理教師學術生產力進行

研究產能成因探討，發現年齡、年資、職級、任教學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及有無子女是

重要成因。田芳華（1999）探討我國大學教師升等制度是否能激勵研究生產力，結果發現這

樣的制度不利於女性與年輕教師。國內學者（吳安妮等，2004；吳安妮等，2016）探討我國

會計系專任教師的學術表現之變遷，透過兩個 9 年的前後對照發現，各系所著作發表集中於

少數人的現象有改善；不過，論文的共同作者數、教職經驗及性別的確與國內、外學術發表

篇數有關聯性。 

另一方面，「主持計畫數」與「計畫經費金額」不盡相同；而不同類型的研發計畫所設

定的研究產出目標未必一致；此外，「研討會論文數」與文獻的「研討會出席數」定義不同。

因此，哪些因素對研究產能才具有影響力，都有待進一步商榷。是以，本研究歸結出兩項研

究重點：（一）教師人口變項與職級可能影響主持計畫數與研究產能；（二）各職級教師的主

持計畫數可能透過研討會論文中介，進而影響期刊論文數。基於此，遂進行以下研究設計與

實施。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研究架構如圖 1所示，路線 A~C係探討教師的人口變項（性別、婚姻狀態、年齡、本校

服務年資）及職級，對主持各項計畫數及研究產能（研討會、期刊論文數）的預測力，統計

方法為階層迴歸分析。階段 1 投入人口變項，階段 2 再投入職級，以釐清職級預測力之有效

性。其次，探討主持計畫數是否經由研討會論文數中介，進而預測期刊論文數。模型 1 投入

各類計畫數預測期刊論文數；模型 2 投入計畫數預測研討會論文數；模型 3 投入研討會論文

數預測期刊論文數；模型 4 一併投入計畫數與研討會論文預測期刊論文數。模型 1 至 3 確認

計畫數及研討會、期刊論文數兩兩預測關係，倘若模型 1 至 3 成立，且模型 4 也成立，而直

接預測效果減低，即代表研討會論文數具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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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研究架構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資料是校務資料庫之人事檔，針對本研究旨趣進行資料探勘與資料清理後而得。

資料範圍為 2006年到 2015年共 10年專任教師資料。資料擷取包含以下三類： 

（一）人口變項 

性別（男、女）、婚姻狀態（已婚、未婚、其他）、年齡（實際年齡，以 2015年扣除出生

年）、該校服務年資（以 2015 年扣除於該校開始服務年份，不足 1 年以 1 年計算，且不考慮

留職停薪等過程，簡稱年資）及職級（專任正、副、助理教授，不含講師）。 

（二）主持計畫數 

計算擔任非營利、校（院）內、產學、政府、跨校（院）等計畫的主要主持人次數，不

計入共同主持部分，且 1年算一次（例如：一個 3年計畫即算三次），除專職教師外，有教職

之醫師方可列入計畫主持人。非營利計畫係指該校與非營利組織的合作計畫，如：樂齡大學；

校（院）內計畫係指直接向該校或附設醫院申請的教師專題計畫、新聘或升等專案計畫及醫

療型計畫等；產學計畫係指與企業的合作計畫，如：與醫療體系共同合作細菌根除治療計畫；

政府計畫是指承接如教育部、科技部、衛生福利部、縣市政府等計畫；跨校（院）計畫係指

該校與他校或附設醫院與他院的合作計畫。各項計畫皆僅屬於其中一類，而無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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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產能 

計算名列作者之一的研討會、期刊論文數。研討會論文包括：獲邀稿或主動投稿而發表

的研討會學術研究論文，以篇數而不以場數計算，如：在同場研討會發表兩篇論文，即算為

兩篇。期刊論文包括：獲邀稿或主動投稿而獲刊的學術期刊論文，不包含通俗期刊雜誌，篇

數以論文題名計算，一題即算一篇。 

統計方法主要採用描述統計、多元迴歸分析等。一般而言，主持計畫過程及結案後數年

內，可能衍生相關研討會或期刊論文，因此只計算 2006-2014年共 9年的主持計畫數，並計算

2006-2015 年共 10 年的研討會及期刊論文數。資料擷取完成後，檢視各項資料，如發現極端

值或不合理數字即刪除之，以維持預測模型的準確度。 

三、研究流程 

研究流程規劃如圖 2所示。首先，研究者們開會討論，釐清研究問題，並設定研究目的。

之後，蒐集相關文獻並著手申請相關校務資料。再者，由於資料申請可能涉及資料保全議題，

因此，研究分析之前已通過該校附設醫院人體試驗倫理委員會審查（KMUHIRB-E（II）

-20160092），方釋出數據資料。數據資料亦經系統人員去識別化，以流水號代之以確保隱密性，

降低造成個人傷害之可能。校務資料取得後進行必要的資料清理，接著運用 IBM SPSS 19.0 版

統計軟體進行二手資料分析（secondary data analysis），並整合文獻與分析結果，最後撰寫研究

報告。 

 

 

 

 

 

 

 
 

圖2. 研究流程 

四、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一所私立醫學大學 104 學年度的 525 位在職正、副及助理教授等專任教師，

因講師不符計畫主持人資格，故未納入研究分析範圍；專任教師主要包含兩大類：（一）該校

系、所主聘之一般教師；（二）由系所主聘，該校醫院附屬機構從聘的醫師，如醫學院具醫師

身分之教師即屬之。資料分析後，基本人口統計資料如表 1所示，可知該校教師人口以男性、

已婚、40-59歲等居多；服務年資則相對平均分布，30年以上僅約占全部教師的 16%。 

發掘研究問題 

設定研究目的 

蒐集文獻； 

申請校務資料 

申請人體試驗倫 

理審查 

撰寫研究報告 
整合文獻與分析 

結果 
分析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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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研究對象之人口統計資料 

變項 類別 N % 變項 類別 N % 

男性 346 65.90 年齡 30-39歲  72 13.71  性別 

 女性 179 34.10  40-49歲 215 40.95  

已婚 448 85.33  50-59歲 159 30.29  

未婚  73 13.90  60歲以上  79 15.05  

婚姻 

 

其他   4  0.77 年資 9年以下 157 29.90  

正教授 186 35.43  10-19年 149 28.38  

副教授 150 28.57  20-29年 134 25.52  

職級 

 

 助理教授 189 36.00  30年以上  85 16.20  

 

五、研究範圍與限制 

如上所述，本研究之案例大學的專任教師職級不包括講師，而人口特徵也以男性、已婚、

40-49歲者居多。因此，運用本研究結果需留意這些人口特徵，以避免過度詮釋。此外，本研

究採用的研究產出，如研究論文或研討會論文等，都是由教師自行登錄後匯入資料庫。如果

教師漏登，則可能低估研究產能。該校目前藉著教師評鑑、研究論文獎勵等方式，鼓勵教師

登入個人資訊系統更新研發結果，此作法可提升教師資料庫之準確性，降低本研究資料分析

的偏誤。最後，本研究以單一所大學累積 10年的教師人事資料為樣本，資料蒐集反映該校屬

性與研究產能脈絡。其中，數據資料不包含教育部獎勵各類教學型計畫。因此，研究結果無

法反映我國近年推動的大學教師多元升等之脈絡，是為本研究之限制。 

肆、結果與討論 

茲就各職級教師主持計畫數與研究產能之現況分析、教師職級對主持計畫數與研究產能

之預測分析，以及教師主持研發計畫次數對研究產能之預測模型分析等項，探究如後。 

一、各職級教師的主持計畫數與研究產能之現況分析 

表 2 摘要 2006-2015年之間教師的主持計畫總數及研討會、期刊論文總數，以資瞭解研究

產能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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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6-2015 年各職級教師主持計畫數與研究產能之現況分析摘要 

主持計畫數 研究產能 

非營利 校內 產學 政府 跨校 研討會 期刊 

次（篇）數 

 

職級 

N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正教授 186 0.16 0.51 0.96 1.27 0.76 2.36 9.70 8.20 0.96 1.78 20.19 19.41 28.75 25.91 

副教授 150 0.14 0.68 1.27 1.32 0.43 1.41 3.65 4.03 0.51 0.96 8.51 8.13 9.84 6.98 

助理教授 189 0.02 0.14 0.93 1.15 0.08 0.36 1.08 1.71 0.20 0.54 6.16 7.51 5.82 5.48 

整體教師 525 0.10 0.48 1.04 1.25 0.42 1.63 4.87 6.58 0.56 1.26 11.80 14.54 15.09 19.15 

 

以整體教師而言，9 年間平均每人主持 0.10 次非營利、1.04 次校內、0.42 次產學、4.87

次政府、0.56次跨校等研發計畫，10年間平均每人有 11.80篇研討會論文、15.09篇期刊論文。

可知整體教師以主持政府計畫為主，且平均每年有約 1篇研討會及 1.5篇期刊論文。 

以正教授而言，9 年間平均每人主持 0.16 次非營利、0.96 次校內、0.76 次產學、9.70 次

政府、0.96次跨校等計畫，10年間平均每人有 20.19篇研討會論文、28.75篇期刊論文。可知

正教授以主持政府計畫為主，且平均每年主持約 1次政府計畫，約有 2篇研討會、3篇期刊論

文。 

以副教授而言，9 年間平均每人主持 0.14 次非營利、1.27 次校內、0.43 次產學、3.65 次

政府、0.51次跨校等計畫，10年間平均每人有 8.51篇研討會論文、9.84篇期刊論文。可知副

教授亦以主持政府計畫為主，但平均每年主持不足 1次政府計畫，約有 1篇研討會、1篇期刊

論文。 

以助理教授而言，9年間平均每人共主持 0.02次非營利、0.93次校內、0.08次產學、1.08

次政府、0.20次跨校等計畫，10年間平均每人有 6.16篇研討會論文、5.82篇期刊論文。可知

助理教授 9年間平均每人僅主持約 1次政府計畫數，且平均每年不足 1篇研討會或期刊論文。 

上述描述性統計有助瞭解各職級教師計畫數與論文數的基本現況，也是進一步預測分析

之基礎。 

二、教師職級對主持計畫數與研究產能之預測情形 

前述已針對各職級教師主持計畫數與研究產能進行描述統計之說明。以下採用階層迴歸

分析，進一步探討職級是否能有效預測主持計畫數與研究產能。階段 1 投入性別、婚姻、年

齡、年資等人口變項，階段 2再投入職級變項，檢定階段 2增加解釋力（ΔR2
）是否達顯著水

準。設定虛擬變項有：性別（以女性為參照點）、婚姻（以未婚為參照點）、職級（以助理教

授為參照點），至於年齡與年資採用連續變項。分析結果摘要如表 3所示，各預測變項共線性

診斷值 VIF最大為 2.46，顯示無共線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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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教師人口變項對主持計畫數、研究產能之階層迴歸分析摘要 

主持計畫數 研究產能 

非營利 校內 產學 政府 跨校 研討會 期刊 

DV 

 

IV S1 S2 S1 S2 S1 S2 S1 S2 S1 S2 S1 S2 S1 S2 

男_女性 -.02 -.01 -.02*** -.01*** -.01 -.03*** .04*** -.01*** -.12** -.09***  -.03*** -.01*** 0.10*** -.05*** 

已_未婚 -.01 -.01 -.04*** -.02*** -.04 -.03*** .04*** -.01*** -.10** -.06***  -.03*** -.01*** 0.01*** -.03*** 

年齡 -.16 -.13 -.17*** -.28*** -.08 -.03*** .14*** -.19*** -.07** -.28***  -.04*** -.27*** 0.07*** -.22*** 

年資 -.07 -.07 -.13*** -.12*** -.01 -.01*** .05*** -.05*** -.05** -.04***  -.28*** -.29*** 0.15*** -.15*** 

正_助理教授  -.07  -.23***  -.21***  -.73***  -.45***   -.51***  -.64*** 

副_助理教授  -.09  -.24***  -.10***  -.24***  -.21***   -.11***  -.14*** 

R
2 -.016 -.022 -.072*** -.116*** -.008 -.032*** .040*** -.337*** -.034** -.142***  -.070*** -.228*** 0.056*** -.306*** 

ΔR2 .011 .044*** .023** .297*** .108***  .158*** .250*** 

註：S1、S2各代表階段 1和 2，R2
是決定係數，ΔR2是階段 2增加的解釋力，其餘數字表標準化迴

歸係數。  

*p ＜ .05. **p ＜ .01. ***p ＜ .001.  

以下就教師職級對主持計畫數、研究產能兩者之預測情形，以及綜合討論等項解釋。 

（一）主持計畫數 

如表 3 所示，就非營利計畫而言，不論階段 1 或 2 都無任何變項可顯著預測非營利計畫

數，可知職級對非營利計畫數無有效預測力。 

就校內計畫而言，階段 1 年齡、年資為有效預測變項，階段 2 年齡、年資、職級為有效

預測變項，職級增加 4.4%解釋力，但低於階段 1的 7.2%。階段 2年齡迴歸係數為-.28，代表

年輕者校內計畫數多；年資迴歸係數為-.12，代表年資淺者校內計畫數多；正、副教授對助理

教授迴歸係數為 .23及 .24，代表正、副教授的校內計畫數均比助理教授多。 

就產學計畫而言，階段 1無有效預測變項，階段 2職級為有效預測變項，增加 2.3%解釋

力。就階段 2而言，正教授對助理教授迴歸係數為 .21，代表正教授產學計畫數比助理教授多。 

就政府計畫而言，階段 1 年齡為有效預測變項，階段 2 年齡、職級為有效預測變項，職

級增加 29.7%解釋力，高於階段 1的 4.0%。就階段 2而言，年齡迴歸係數為-.19，代表年輕者

政府計畫數多；正、副教授對助理教授迴歸係數為 .73及 .24，代表正、副教授的政府計畫數

均比助理教授多。 

就跨校計畫而言，階段 1 性別、婚姻為有效預測變項，階段 2 性別、年齡、職級為有效

預測變項，職級增加 10.8%解釋力，高於階段 1的 3.4%。就階段 2而言，性別迴歸係數為 .09，

代表男性教師跨校計畫數較多；年齡迴歸係數為-.28，代表年輕者跨校計畫數多；正、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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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助理教授迴歸係數為 .45及 .21，代表正、副教授的跨校計畫數均比助理教授多。 

（二）研究產能 

就研討會論文而言，階段 1 年資為有效預測變項，階段 2 年齡、年資、職級為有效預測

變項，職級增加 15.8%解釋力，高於階段 1的 7.0%。就階段 2而言，年齡迴歸係數為-.27，代

表年輕者研討會論文數多；年資迴歸係數為 .29，代表年資深者研討會論文數多；正、副教授

對助理教授迴歸係數為 .51及 .11，代表正、副教授的研討會論文數均比助理教授多。 

就期刊論文而言，階段 1 性別、年資為有效預測變項，階段 2 年齡、年資、職級為有效

預測變項，職級增加 25.0%解釋力，高於階段 1的 5.6%。就階段 2而言，年齡迴歸係數為-.22，

代表年輕者期刊論文數多；年資迴歸係數為 .15，代表年資深者期刊論文數多；正、副教授對

助理教授迴歸係數為 .64及 .14，代表正、副教授的期刊論文數均比助理教授多。 

（三）綜合討論：複合因素中，職級最能預測產能  

由上述可知，除了非營利計畫數之外，職級對主持校內、產學、政府、跨校等研發計畫

數，以及對研討會、期刊論文數等研究產能，均有顯著預測力，且正、副教授在各項表現均

優於助理教授。大致有職級愈高，計畫數與研究產能愈佳的趨勢。再者，在產學、政府、跨

校等計畫數上，以及在研討會、期刊等論文數上，職級產生的影響力均大於其他人口變項。

此結果與 Sax 等（2002）的研究發現相同。其他研究如 Copes 等（2012）、Cvetanovich 等

（2016）、Teodorescu（2000）亦有類似結果。顯見職級愈低者，在研究計畫及產能上較為弱勢。 

在人口變項中，就性別而言，男性教師的跨校計畫數多於女性教師，且在未加入職級時，

男性的期刊論文數比女性多；然而，在加入職級變項後，性別不能有效預測任何研究產能，

顯示性別的影響力並不大，此結果近似 Davis 與 Patterson（2001）、Fairweather（2002）、Sax

等（2002）學者之研究發現。就婚姻狀態而言，僅在未加入職級時，顯示已婚教師的跨校計

畫數比未婚者多，顯示婚姻的影響力較小，此與 Sax等人的研究結果雷同。 

就年齡而言，有趣的是加入職級前，年長者政府計畫數多；但加入職級後，年輕者政府

計畫數多。由於正、副教授政府計畫數均比助理教授多，對照起來，可能是部分教師很年輕

時即升遷到正、副教授，因此加入職級變項後，年齡產生相反的預測情形。此外，年輕者其

校內、政府、跨校計畫數及研討會、期刊論文數都比較多，此與 Kyvik（1990）、Sax等（2002）

研究結果雷同。就年資而言，年資高者校內計畫數少，顯示主持校內計畫者以年輕教師為主；

然而，年資高者研討會、期刊論文數均較多，此類似於 Teodorescu（2000）對韓國的研究結果。 

從複合因素的角度來看，職級的影響力最大，可預測最多種計畫數與研究產能，其次依

序為：年齡、年資、性別、婚姻狀態。交叉比對各項影響產能的因素後發現一個重要趨勢，

即教師的年齡愈長，但職級卻愈低時，其主持計畫數和研究產能的成果會較少。換言之，該

校教師若是趁年輕時即升等成功，則其主持計畫數和研究產能均會有較多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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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主持計畫數對研究產能之預測模型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教師職級對主持多類研究計畫數及研究產能均有影響力。為進一步瞭

解教師主持計畫數對研究產能之預測模型，以下分別以整體教師、正、副、助理教授等四類

群，設定教師主持計畫數為預測變項，研討會論文數為中介變項，期刊論文數為依變項，採

用多元迴歸分析，各項分析摘要如表 4 所示，各預測變項之共線性診斷值 VIF 最大為 1.67，

顯示無共線性問題存在。模型 1 至 3 係確認主持計畫數、研討會論文數、期刊論文數兩兩間

預測關係，若模型 1 至 3 皆成立，模型 4 也成立且直接效果減弱時，即代表研討會論文數具

中介效果。 

（一）整體教師：政府計畫最能預測各類教師研究表現 

如表 4所示，模型 1整體解釋力為 36.7%，已達顯著，其中僅政府計畫數對期刊論文數有

預測力，迴歸係數為 .60；模型 2解釋力為 29.2%，已達顯著，其中校內計畫數對研討會論文

數有負向預測力，政府及跨校計畫數則有正向預測力，並以政府計畫數預測力較高，迴歸係

數為 .49；模型 3解釋力為 26.2%，已達顯著，研討會論文數對期刊論文數有正向預測力，迴

歸係數為 .51；模型 4解釋力為 42.0%，已達顯著，其中政府計畫數及研討會論文數兩者均對

期刊論文數有正向預測力，且以政府計畫數預測力較高，迴歸係數為 .47。 

比對上述模型，可知皆有顯著預測力。其中校內計畫數對研討會論文數有負向預測力，

跨校計畫數對研討會論文數則有正向預測力；在投入研討會前後，政府計畫數對期刊論文數

均有正向預測力，迴歸係數由 .60降低為 .47，可見整體教師的政府計畫數可經由研討會論文

數的「部分中介」作用，進而正向預測期刊論文數。進一步計算 Sobel test 統計值為 5.93（p 

＜ .05），故證實間接效果顯著（Sobel, 1982）。 

是以，可繪製整體教師研究產能徑路模型，從圖 3可得知總預測效果為 0.47＋(-0.09＋0.08

＋0.49)×0.27＝0.60。其中校內、跨校計畫數間接效果僅(-0.09＋0.08)×0.27＝-0.002，政府計

畫數間接效果則有 0.49×0.27＝0.132，因此整體模型仍以政府計畫數透過研討會論文數而預

測期刊論文數的中介模型為主。 

（二）正教授 

如表 4所示，模型 1整體解釋力為 23.1%，已達顯著，其中僅政府計畫數對期刊論文數有

預測力，迴歸係數為 .46；模型 2解釋力為 20.4%，已達顯著，其中僅政府計畫數對研討會論

文數有預測力，迴歸係數為 .34；模型 3解釋力為 15.3%，已達顯著，研討會論文數對期刊論

文數有預測力，迴歸係數為 .39；模型 4解釋力為 27.9%，已達顯著，其中政府計畫數及研討

會論文數均對期刊論文數有預測力，並以政府計畫數預測力較高，迴歸係數為 .38。 

比對上述模型，可知皆有顯著預測力。在投入研討會前後，政府計畫數對期刊論文數均

有正向預測力，標準迴歸係數由 .46降低為 .38，可見正教授的政府計畫數可經研討會論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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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09* 

.27*** 

.47*** 

.49*** 期刊論文數 

政府計畫數 校內計畫數 

跨校計畫數 研討會論文數 

表 4  

教師主持計畫數對研究產能之迴歸分析摘要 

整體教師  正教授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DV 

IV 
期刊 研討會 期刊 期刊  期刊 研討會 期刊 期刊 

非營利 .01*** .02*** -.01***  .03*** .11***  -.01*** 

校內 .01*** -.09*** .03***  .05*** -.10***  .08*** 

產學 -.03*** .05*** -.04***  -.03*** .08***  -.05*** 

政府 .60*** .49*** .47***  .46*** .34***  .38*** 

跨校 .03*** .08*** .01***  -.01*** .12***  -.04*** 

研討會   .51*** .27***  .39*** .25*** 

R
2 .367*** .292*** .262*** .420***  .231*** .204*** .153*** .279*** 

調整R
2 .361*** .285*** .260*** .413***  .209*** .182*** .148*** .255*** 

副教授  助理教授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DV 

IV 
期刊 研討會 期刊 期刊  期刊 研討會 期刊 期刊 

非營利 .02*** -.06*** .04***  -.03*** -.06***  -.02*** 

校內 .15*** .01*** .15***  .18*** -.15***  .20*** 

產學 -.13*** -.07*** -.10***  -.10*** .16***  -.12*** 

政府 .19*** .37*** .05***  .24*** .14***  .22*** 

跨校 .01*** -.06*** .02***  .06*** -.01***  .06*** 

研討會   .42*** .39***  .13*** .13*** 

R
2 .080*** .134*** .175*** .209***  .115*** .058*** .016*** .132*** 

調整R
2 .048***   .104***  .169***  .176***  .091*** .032*** .011***   .103*** 

註：除 R
2及調整 R

2外，其餘數字表標準化迴歸係數。 

*p ＜ .05. **p ＜ .01. ***p ＜ .001. 

 

 

 

 

 

圖3. 整體教師研究產能徑路模型 

*p ＜ .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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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38***

.34*** 期刊論文數 

政府計畫數 

研討會論文數 

.39***

.37*** 期刊論文數 

政府計畫數 

研討會論文數 

的「部分中介」作用，進而正向預測期刊論文數。進一步計算 Sobel test 統計值為 2.71（p 

＜ .05）， 證實間接效果顯著。因此，正教授的研究產能徑路模型確立，如圖 4所示，得知總

預測效果為 0.38＋0.34×0.25＝0.47。 

 
 

 

 

 

 

圖4. 正教授研究產能徑路模型 

**p ＜ .01. ***p ＜ .001. 

（三）副教授 

如表 4所示，模型 1解釋力為 8.0%，已達顯著，其中僅政府計畫數對期刊論文數有預測

力，迴歸係數為 .19；模型 2解釋力為 13.4%，已達顯著，其中僅政府計畫數對研討會論文數

有預測力，迴歸係數為 .37；模型 3解釋力為 17.5%，已達顯著，研討會論文數對期刊論文數

有預測力，迴歸係數為 .42；模型 4解釋力為 20.9%，已達顯著，其中僅研討會論文數對期刊

論文數有預測力，迴歸係數為 .39。 

比對上述模型，可知皆有顯著預測力。在投入研討會前，政府計畫數的迴歸係數為 .19

（p ＜ .05），投入研討會之後則降低為 .05（p ＞ .05），可見副教授的政府計畫數可經由研

討會論文數的「完全中介」作用，進而正向預測期刊論文數。進一步計算 Sobel test統計值為

3.33（p ＜ .05），故證實間接效果顯著。因此，副教授的研究產能徑路模型確立，如圖 5 所

示，並得知此模型的總預測效果為 0.37×0.39＝0.14。 

 

 

 

 
 

圖5. 副教授研究產能徑路模型 

***p ＜ .001. 

（四）助理教授 

如表 4所示，模型 1解釋力為 11.5%，已達顯著，其中校內及政府計畫數均對期刊論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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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5* 

.16* 

.20** 

期刊論文數 

研討會論文數 

校內計畫數 

政府計畫數 

校內計畫數 

產學計畫數 

有預測力，並以政府計畫數預測力較高，迴歸係數為 .24；模型 2解釋力為 5.8%，已達顯著，

其中校內計畫數對研討會論文數有負向預測力，迴歸係數為 -.15，產學計畫數則有正向預測

力，迴歸係數為 .16；模型 3 解釋力為 1.6%，未達顯著，即研討會論文數對期刊論文數無顯

著預測力；模型 4解釋力為 13.2%，已達顯著，其中校內及政府計畫數均對期刊論文數有預測

力，校內計畫數的迴歸係數為 .20，政府計畫數的迴歸係數為 .22。 

比對上述模型，可知助理教授研究產能並無中介模型，卻有一分為二的兩種預測模型，

即：一為校內及產學計畫數對研討會論文數的預測模型，二為校內及政府計畫數對期刊論文

數的預測模型，如圖 6所示。其中對研討會論文數的預測效果為-0.15＋0.16＝0.01，對期刊論

文數的預測效果為 0.20＋0.22＝0.42。此即，相較之下各項計畫數對期刊論文數的預測效果大。 

 

 

 

 

 

 

 

 

 

 

圖6. 助理教授研究產能預測模型 

*p ＜ .05. **p ＜ .01. 

（五）綜合討論 

首先，整體教師及正、副教授的計畫數均可經由研討會論文數的中介作用，進而正向預

測期刊論文數，唯有助理教授無中介模型。其間關鍵在助理教授的研討會論文數無法預測期

刊論文數。若由表 2計算正、副、助理教授的期刊對研討會論文數之平均差異，所得 t值分別

為 4.56（p ＜ .001）、1.99（p ＜ .05）、-.54（p ＞ .05），代表正、副教授的期刊論文數均比

研討會論文數多，唯有助理教授的期刊、研討會論文數無顯著差異，可知助理教授期刊論文

產能較為不足。從中介類型來看，正教授是部分中介模型，可知正教授透過政府計畫即可產

出期刊論文，或是由研討會論文而產出期刊論文；副教授僅能藉由研討會論文唯一途徑產出

期刊論文。此象徵正教授的研究經驗厚實，從政府計畫到期刊論文可一次到位；而副教授產

出期刊論文的路徑比較間接。 

其次，從表 4 模型 4 的解釋力來看，整體教師的期刊論文數可由政府計畫數、研討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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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數正向預測之，解釋力為 42.0%；正教授的期刊論文數可由政府計畫數、研討會論文數正向

預測之，解釋力為 27.9%；副教授的期刊論文數僅可由研討會論文數正向預測之，解釋力為

20.9%；助理教授的期刊論文數可由校內、政府計畫數正向預測之，解釋力為 13.2%。解釋力

由整體教師至正、副、助理教授逐漸下降，可見整體教師預測模型解釋力大多來自正教授，

且政府計畫數、研討會均能有效預測；其次來自於副教授，但僅能從研討會論文正向預測；

最後則是來自於助理教授，但僅能從政府計畫數預測之。至於校內計畫則在整體教師預測模

型中失去影響力。是以，期刊論文產出仍以正教授最有利，其次是副教授，最後才是助理教

授。 

再次，不論何種職級的教授，政府計畫數是教師研究能力與學術地位的重要指標。尤其，

部、會徵件計畫的成果若屬學術產出，則不僅是有經費支持研究題材，更能激勵研究產能，

因而部會計畫是兵家必爭之地。此外，從研究結果亦可知，並非每種計畫均有助於教師研究

產能。以整體教師而言，雖然校內計畫有損期刊論文產出，跨校計畫有助期刊論文產出，但

兩相抵銷後影響有限，至於非營利、產學計畫則對研究產能毫無影響力。若從各職級教師角

度來看，正、副教授僅在政府計畫數上可提升研究產能。助理教授的校內計畫有損研討會論

文產出，產學計畫數有助研討會論文產出，但兩相抵銷後影響有限；校內、政府計畫數有助

期刊論文產出，至於非營利、跨校計畫則對研究產能毫無影響力。 

探究其原因，並非所有計畫類型都以學術研究產出為主要目的。例如：非營利計畫是以

造福人群為主，產學計畫是以開發應用技術為主（Boyer, 1990），且研究成果有商品化的契機，

故需保持技術不能過早揭露，因而無法如傳統的期刊論文，發表技術開發的成果。惟跨校計

畫旨在建立跨校研究團隊、羅織研究網絡，發揮「1＋1＞2」之綜效。不過，研究發現研究產

出之成效不彰，值得關注。至於，校內計畫對助理教授具有矛盾的角色，從圖 6 的預測模型

顯示，助理教授的校內計畫學術產出路徑分為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兩種，互不中介。因此，

校內計畫之成效設定在純學術期刊論文之產出，則無法促成研討會論文的發表。 

綜上所述，本研究結果顯示：該校正、副教授研究產能模型明確，但助理教授的研究產

能模型較弱。這亦符合其他學者之研究發現，高職級教師有比較豐厚的研究資源、學術網絡，

受邀撰稿或出書的機會也比較多，因而更具有學術自信（Cattaneo, Meoli, & Signori, 2016; 

Copes et al., 2012; Cvetanovich et al., 2016; Frost, Phillips, & Clear, 2007; Sax et al., 2002; 

Teodorescu, 2000）。  

伍、結論與建議 

以下就教師職級、人口變項、計畫類別等三面向進行總結。文末則以大學組織、教師個

人，以及未來研究展望等三個向度提出建議，以提供我國高等教育教師專業發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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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論 

（一）各職級教師均以主持政府計畫為主，但其他計畫數與研究產能表現各有千秋 

從本研究結果得知：在過去 9 年間，各職級教授均以主持政府計畫數為最多，然而，正

教授平均每年至少主持一次政府計畫、有兩篇研討會論文、三篇期刊論文；副教授平均每年

不足一次政府計畫、有約一篇研討會論文、一篇期刊論文；助理教授 9 年間僅約一次政府計

畫數，且平均每年不到一篇研討會或期刊論文。是以，各職級教師的政府計畫數及研究產能

現況不盡相同。 

（二）職級高者主持計畫數多，也正向預測研究產能 

從本研究結果得知：在性別、婚姻狀態、年齡、年資、職級等人口背景資料中，職級是

對主持計畫數及研究產能的有效成因之一。當職級愈高，教師在過去 9 年間的校內、產學、

政府、跨校等計畫數愈多，且過去 10年間的研討會及期刊論文數等研究產能也較為豐厚。因

此，大致上正、副教授的主持計畫數及研究產能等成果均比助理教授來得豐富。 

（三）年齡長但職級低者其計畫數與研究產能均處弱勢，男性、年資高或淺者各在

部分計畫或研究產能上占有優勢 

從本研究結果得知：在性別、婚姻狀態、年齡、年資、職級等人口背景資料中，職級的

影響力最大，其次依序為：年齡、年資、性別、婚姻狀態。其中年齡愈長、職級卻愈低者，

校內、政府、跨校計畫數及研究產能都較弱。男性教師的跨校計畫數多於女性教師；年資較

淺者的校內計畫數較多，但年資較高者的研討會、期刊論文數均較多；至於婚姻則無明顯影

響力。 

（四）不同職級教師的期刊論文發表途徑各異，正教授學術產出模式最靈活多元 

從本研究結果得知：整體教師及正、副教授的主持政府計畫數，均可經由研討會論文的

產出，進而有助於期刊論文產出。其中正教授更可直接從計畫產出期刊論文，或和副教授一

樣的發表途徑，先從研討會論文機制再產出期刊論文。由此可知，正教授學術產出的途徑較

靈活、有彈性。 

然而，助理教授期刊論文學術發表的途徑單一，僅有校內、政府兩類計畫有助期刊論文

的產出；而研討會論文與期刊論文產出是兩種不同的產出途徑，沒有中介關係。再者，校內

計畫有損研討會論文產出，但產學計畫有助研討會論文產出，兩者相抵銷後對研討會論文的

影響力甚小。此外，結果亦顯示：尚有其他因素影響助理教授的期刊論文產出，可知助理教

授的其他期刊論文產出機制尚待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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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當今大學教師身兼教、研、服三重角色，而本研究則聚焦於影響大學教師研究產出之因

素探討，並發現教師職級是影響研究產能的關鍵。因此，以下就針對大學組織、教師個人與

未來研究展望三個面向提出建議。 

（一）大學組織面 

1. 宜關注教師職能落差，教師發展應考慮個人生涯階段和專業角色配適度 

本研究結果發現：職級是影響產能的重要因素之一。大學是知識創發、存留、傳授的殿

堂，因此學術發表也象徵教師個人是否能完成上述大學功能的重要形式之一。高等教育的客

觀環境不斷改變，教師與時俱進更顯重要。因此，大學在思考教師精進之道時，宜針對教師

職涯階段給予不同的支持，並賦予不同的專業角色，以圖精進與傳承。由於職級是影響產能

的核心因素，其背後代表學術的社會脈絡、個人研究經驗、資源取得與運用等；而這些因素

又影響是否順利通過學研計畫申請，然後又影響學術論文產出的質、量。為了學術精進，預

防職能落差的可能，在教師晉升辦法上，大學除了依照領域別的學術出版慣例進行經驗傳承

與協助外，更宜思考教師之期刊發表等級與專書類別是否依照職級與專業階段而差異化，以

求較低職級的教師有逐步累積研究產能的時間與空間。 

另一方面，正教授更可善用學術網絡舉辦目的不同的研討會，開設論文發表工作坊。如

此可激勵副、助理教授之論文發表外，正教授更可實踐其學術領導的角色，從知識創造者提

升為知識場域的規劃者，藉此羅織學術社會網絡，並帶動領域知識的推進與發展。不過，既

然職級影響研究資源分配而可能產生排擠效應。是以，研究計畫經費、研究獎勵的爭取，宜

朝向雙贏而非贏者全拿的方向進行設計。此建議可連接到以下研究資源分配之建議。 

2. 策略規劃研究資源的分配方式，避免過度競爭而削弱研究內在動機或傳習意願  

本研究結果發現：不同計畫類型，對學術產出有大小不一的影響。研究獎勵是為了激勵

產能，若流於競爭的目的，則陷入過度辯證效應（overjustification effect）。意即，反而因過度

關注獎勵的本身而削減研發的內在動機。影響所及，如果獎勵因故改變或取消，則原本追求

創發的內在動機也跟著弱化。換言之，過度獎勵成功者，可能挫折了無法獲獎者；也可能因

為追逐獎勵而造成教師彼此過度競爭，削弱資深者引導後進的動機，降低傳習（mentorship）

的意願。 

本研究之案例醫學大學亦透過相關的研究或論文獎助機制，激勵教師研究發表。在獎勵

研究計畫上，如前述有非營利、校內、產學、政府、跨校等計畫，每種計畫可能對應不同目

的。而該校在獎勵期刊論文發表上，特別獎勵 SCI、SSCI、EI、A&HCI、TSSCI或 THCI Core

期刊引證報告所收錄之期刊；被引用率高的期刊論文則可加分獎勵。然而，該制度明定第一

或通訊作者皆可申請，但同一篇文章僅能申請一次，不得重複申請。因此，在一開始合作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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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經過論文的撰寫、投稿與發表，一直到最後的獎勵申請，則需要合作者之間建立作者排

序之規則，以免阻礙合作的契機。然而，資淺者通常可能是規則的遵從者。因此，此時獎勵

制度的訂定需要靈活且雙贏，方能鼓勵跨職級的合作與經驗傳習。 

另以社會公益的層次討論之，過度地獎勵學術形式的研究產出，可能延緩研究成果轉譯

成社會應用的可能。即使近年教育部與科技部開始關注社會影響力，但也常因難以換算成學

術價值而獲得學術獎勵。因此，社會影響力與學術影響力兩者之平衡與獎勵，值得進一步探

討。 

3. 系所主管宜建構總體創發精進的機會結構 

大學組織是合作與競爭的結合，因此創造友善正向的工作環境是主管領導的重要課題。

雖然本研究的目的不在探討主管應如何經營系所，但大學的基本單位是由系所組成，而系所

是學術領域的行政單位。因此，教師是否能在其領域中展現研究成果，讓系所整體的研究表

現向前邁進，系所主管的確占有關鍵角色。正如 Crookston（2012/2015）在《與問題教師共舞：

學系經營六步曲》（Working With Problem Faculty: A Six-Step Guide for Department Chairs）一書

提及，教師的「學術表現＝期許×能力×動機」。期許教師專業表現的內涵若明確，輔以經驗

傳承與引導，不過度獎勵優勝者，並建立正向雙贏的工作環境，則能引發研究動機；前述之

「宜關注教師職能落差」的建議即是能力的發展。是以，影響教師學術表現的因素並非獨立

存在，而是從教師晉升規範、跨職級互動、工作氛圍到系所主管經營等因素相互結合後而產

生的機會結構。系所主管若欲激勵學術共進，則可明確宣示教師表現的期待與內涵、建構教

師專業精進的機會，並建立開放教師參與的學術友善氛圍。 

（二）教師個人面 

1. 宜建立跨職級計畫案與論文發表的合作機制，雙贏取代零和以激勵總體研究

產能 

本研究結果發現：總體上正、副教授的主持計畫數（校內、產學、政府、跨校）及研究

產能均較助理教授豐碩。因此，各職級教師的計畫案與論文發表的合作機制上，除了正教授

能發揮專業優勢與傳習角色，引領副、助理教授之外，研究合作的制度更可鼓勵跨職級合作，

以求共榮共進，以推進領域發展或跨領域的創發。由於我國的研究計畫審查並非匿名審查制，

因此在計畫合作上，不免以較高職級者為主要主持人，較低職級者為共同或協同主持人，以

提高獲取計畫補助的可能。制度性的鼓勵跨職級合作，具有知識領域傳承、創發之新意。值

得關注的是，由於校內與政府計畫兩類型，對於助理教授有易親近性，因此在專業發展的協

助上可針對該兩類計畫之撰寫、執行、發表加以輔導與協助。另一方面，助理教授亦可主動

與正、副教授合作計畫案，從中獲取計畫撰寫、執行與論文發表的經驗，即早進入研究發展

的學術脈絡。總之，由上而下的制度設計，以及由下而上的尋求合作，有利助理教授在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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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友善的學術氛圍中成長。 

2. 自我設定論文發表目標，策略規劃升遷期程 

本研究結果發現：年齡愈長職級卻愈低者，在各類計畫數及研究產能都有較弱的趨勢。

意即年齡愈輕即升等者，研究產能較佳。由於研究產能涉及升遷，因此建議教師宜自我設定

階段性的研究產能目標，如 2年發表一篇 I級期刊或兩篇一般期刊論文；接著依照所屬晉升規

定推算符合甚至超越升等指標，提早在年限內提出晉升申請。需注意的是，由於教師個人的

生涯規劃各有不同，故研究發表與升等的階段性目標宜由教師提出、系所彙整，找出教師成

功升等之脈絡。如此可作為系所主管推動教師晉升的具體方案，更可作為校級規劃教師人力

的重要參考。 

（三）未來研究展望 

1. 優化校務資料庫之正確性 

本研究數據資料來源是一所私立醫學大學之教師人事資料庫串接校務資料庫之數據而

得。但鍵入期刊論文產出者是教師本人。任何因素都可能造成輸入的缺漏而影響校務資料庫

之正確性，而主持計畫數是該校研究計畫業管單位統一鍵入，因此錯誤率較低。資料蒐集之

即時、正確，及資料之擷取與串接是維護校務資料庫之基礎，更是決定校務研究良窳之關鍵。

因此，本研究除了提出案例醫學大學之各職級教師研究產能模型，作為未來校務研究分析教

師產能之參考外，更旨在提出校務資料庫之建置、維護、除錯與更新之重要性，以建立校務

研究辦公室之資訊提供、政策分析與智庫、專業提升與研究發展之四大角色的專業性。 

2. 加入更為細緻的人口變項，以釐清研究產能模型 

本研究已初步釐清該校各職級教師的研究產能模型，但從各模型的解釋力來看，應尚有

其他影響研究產能之因素。未來可再加入以下教師之人口變項，如：學院別、系所別、家庭

受照護人數（含子女、父母）、指導研究生數、共同合作研究案數（如：共同主持人）等，以

提升研究產能預測模型之解釋力。 

3. 加入教學與服務相關變項，以擴增研究產能模型 

如上述文獻回顧，教、研、服三者是教師本職。然而，三者之間如何相互影響而形成新

的研究產出模型值得關注。例如教、研是否真的相長？服務是否降低研究？由於教師在教、

研、服的時間分配與晉升息息相關。是以，加入教學與服務相關變項，如：教學學分數、擔

任指導教授數、是否擔任行政職、擔任委員會主席數等，以期完整呈現研究產能之預測模型。 

4. 進行質性訪談，瞭解論文產出的原因與過程，強化研究產能的結構性因素 

從研究結果可知，政府計畫數能有效預測該校教師的研討會與期刊論文數。未來可再訪

談各職級教師，以進一步瞭解研究產出的結構性因素，如自我期許、工作氛圍、主管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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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職級合作、跨領域合作等，作為更精準建立大學教師研究產能之預測模型的建立；也有助

我國高等教育教師人力發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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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mode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ypes of research funding and faculty research 

productivity. Utilizing faculty data between 2006 and 2015 and matching with variables of interest in 

the institutional data system of a private medical university in Southern Taiwan, this IRB-approved 

study employe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es to test the assumption that types of research funding 

affected research productivity in numbers of publications and conference papers. The results 

confirmed that funding source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faculty research productivity. Specifically, we 

found the following: (1) governmental programs were the most effective funding resources, and 

faculty performance varied across academic ranks; (2) a higher rank was correlated with more 

funded projects, which positively predicted research productivity; (3) younger faculty with a higher 

academic rank, however, outperformed others in numbers of funded projects and publications; and (4) 

full professors had the most diverse and sophisticated strategies regarding academic productivity in 

numbers of funded projects and publications. Suggestions are made herein for appropriate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individual strategies for career advancement. A more sophisticated data 

collection strategy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monitor trends in faculty productivity and to close the 

gap between the faculty capacity and job demands. 

Keywords: academic rank,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institutional research, research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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