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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校務研究對於臺灣高等教育而言是個尚待開發的新興領域，故各大專校院所進行的校務

研究活動與事物，皆是根據該校所擁有的資料進行分析、轉換及應用。在資料蒐集及建置上

並無共通一致的標準與規定，各大專校院亦根據美國校務研究協會所提供之資料與資訊發展

自身的校務研究（特色）。由於校務研究係針對高等教育機構內部資料的蒐集、分析與詮釋，

包含學生、教師、行政人員、校內環境等等，由校務研究專業人員分析出有價值且可參考的

資訊，提供機構高階管理者進行決策考量與校務發展的規劃。然而，資料分析應用是否能有

效進行皆植基於資料的蒐集與整理，起始資料的完備程度與資料系統建置可視為是校務研究

的第一步，其決定了後續的資料分析與分析資訊能否富含決策價值。因此，本研究參酌社會

科學量化分析、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檢視某（北部）私立大學校務研究資料庫之設計與建

置模組，其結果可作為提供我國大專校院參考依循的實務模式。最後，本文旨在探討現行高

等教育領域運用學校所蒐集之巨量教育資料的儲存與編整模式，以作為校務研究中心專業人

員的分析基礎及實務參考模式，並利於學校進行決策支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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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校務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 IR）始於美國 1940至 1950年代，起因於第二次世界大戰

之後需要各方人才，故成就了高等教育的積極發展，卻也因此開始產生校務治理的需求，然

該些需求需透過科學化證據與研究來協助解決，故帶動 IR 興起（Howard, McLaughlin, & 

Knight, 2012; Terenzini, 2013），包括成熟的政府法制、專業技術、社群發展及應用共識等等，

早已成為制度化與常態化的研究應用。不僅如此，具前瞻領導與專業發展功能之校務研究協

會（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IR）亦在美加、歐洲、澳洲、中東、非洲、南亞等

地區設有分支機構。因應國際發展趨勢，雖然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Taiwan 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TAIR）亦於 2016年成立，但在臺灣高等教育卻只是在起步階段，實有

急起直追的必要。在國內、外人才培育的競爭與檢視下，經由推動 IR，以提升校務專業管理

能力，是刻不容緩的教育發展重點。唯有透過數據事證為本的決策模式（Howard et al., 2012; 

Lane & Johnstone, 2013; Powell, Gilleland, & Pearson, 2012; Pritchard, Klumpp, & Teichler, 

2015），才能找出影響學生學習的因素及其他校務決策盲點，以確保高等教育機構的經營績效

與品質（Kahu, 2013; Siemens, Dawson, & Lynch, 2013）。 

雖然如此，我們卻不能以數十年或十數年的時間徐步推進，而是要在 IR的系統與機制的

整建過程中，同時進行分析與應用。慶幸的是，過去校務研究資料在各大學中，並非全然闕

如，只是有待系統化、法制化與常態化而已。在 IR過程中，資料建置需與單位業務盡可能地

同步，但不可影響單位系統業務之運作，因此，IR資料倉儲（data warehouse, DW）系統之建

置為 IR過程中重要的一環（Ferguson, 2012; Picciano, 2012）。資料倉儲之建立乃由業務執行

之資料經系統平台記錄，透過資料擷取與轉換之技術，將可運用之資料集結為相關資料集，

經由倉儲選單成為可導入即時呈現系統及產出為供作主題分析之資料檔（Daniel, 2015; Reddy, 

Srinivasu, Rao, & Rikkula, 2010; Siemens et al., 2013）。因此，IR首要之務即為資料蒐集與資料

庫建置，以便於未來的分析與應用，而資料經彙總後的資訊呈現，更是提供後續決策支援的

重要參考（Terenzini, 2013）。經由 IR之實證資訊與策略分析，提供校務計畫與資源配置之決

策支援（Knight & Leimer, 2010; Picciano, 2012），藉以提升課程規劃與教學輔導效能，並藉由

教師職涯發展與專業投入激勵機制，擴展學生學習成效及整體辦學績效之目標（Ali, Asadi, 

Gašević, Jovanović, & Hatala, 2013; Tulasi, 2013）。本研究以北部某私立大學 IR資料的建置經

驗，說明 IR資料庫建置過程中資料蒐集與資料庫建置的流程規劃，係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此外，IR提供的資訊屬於結果資訊，是具有意義的校務資訊與 IR的分析結果，因此，就

支援校務專業管理之需求而言，提供資訊即時呈現具有其關鍵性的意義（陳鏗任，2014；

Daniel, 2015; Rios-Aguilar, 2015; Sweatman, 2015; Tulasi, 2013）。以學校高階管理層級而言，以

最短的時間掌控學校總體資訊，並做出最有效的決策為首要需求。以中階管理層級而言，除



 

 

 

 

 

 

 

彭耀平、劉峰旗、段盛華 29 資料建置與決策支援

了校務總體資訊的掌握之外，較深入的各單位資訊則是中階管理者也需要同時掌握的資訊。

若以個人應用而言，則視研究的主體串接教師或學生的個人資訊進行研究分析（Baradwaj & 

Pal, 2011; Zhao & Luan, 2006）。由上述可知，不同層級所需的資訊具有應用上的差異，其 IR

系統應依據各層級之需求配置不同呈現系統及分析模組，以作為各層級決策、管理與研究分

析之應用。故本研究期望從北部某私立大學 IR資料系統中，檢視每個層級的組成與集合，以

更清楚瞭解 IR在決策支援上所扮演的角色，係屬本研究動機之二。 

IR 資料交互作用下所產生的大量數據進入資料庫，經由日積月累所形成的大數據（big 

data）資料（Daniel, 2015; Terenzini, 2013），具備數量（volume）、成長速度（velocity）與多

樣性（variety）等特性，有助於大學能槓桿運用手上長期蒐集卻尚未妥善利用的大數據資料，

追蹤分析即時的學生樣貌並研擬適當的教學診斷或學習支援方案（Duan, Cao, One, & 

Woolley, 2013; Rios-Aguilar, 2015），成為可供探討的方向（Ali et al., 2013; Daniel, 2015; 

Siemens et al., 2013; Tulasi, 2013）。雖然 IR資料庫所產生的大數據對於以數據為本的決策模

式有所幫助，但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李欣宜，2015）。 

他們以為大數據就是指大數目的數據，事實上……，我們真正在尋找的是非傳統的、

而且未曾被挖掘過的資料，並且從這些資料中去提煉出價值，我相信在 5 年內我們

就不會再使用「大數據」這個詞了，到頭來大數據就只是資料而已……。 

一般來說我們用 3V定義大數據，數量（Volume）、速度（Velocity）與多樣性（Variety），

其中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多樣性，資料不只來自那些傳統管道，有更多來自非傳統管

道的非傳統資料產生，我認為價值（Value）是第四個 V，人們常常忘了這件事，他

們專注於技術，卻忘了創造價值，但這卻是一個大數據計畫能否成功的關鍵：這不

只關乎技術，而是你能用技術創造出什麼價值。（曾元顯，2016；Duan et al., 2013; 

Picciano, 2012） 

由此可知，IR 資料庫建置的要點除了數量、速度與多樣性外，還需包含後續分析的價值

（Tulasi, 2013），如何透過資料分析機制賦予數據高度的價值，係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貳、IR的角色與功能 

IR 係以數據為本的決策支援角色，其內部專業人員皆需面對龐大的教育資料進行整理、

分析及闡述說明（Knight & Leimer, 2010）。Volkwein（1999）提及從組織角色和文化

（organizational role and culture）及目的和觀眾（purpose and audience）構面中劃分出行政與校

務機構（administrative and institutional）、學術和專家（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形成性

和內部改善（formative and internal, for improvement）、總結性和外部課責（summativ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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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 for accountability）四個象限來詮釋 IR 扮演的四大角色，分別為 IR 是資訊權威

（information authority）、IR是政治公關（spin doctor）、IR是政策分析者（policy analyst）及

IR是學者和研究者（scholar and researcher）。Serban與 Luan（2002）後續更依據 Volkwein之

研究發展出第五項 IR角色，即為知識管理者（knowledge manager）角色，如表 1所示，以下

分別說明之。 

表 1 

IR 的目的與角色 

目的和對象 
組織角色與文化 

形成性和內部的改善 總結性和外部的課責 

行政和校務機構 

Cell 1 

目的：對機構提供描述資訊 

角色：IR是資訊權威 

Cell 3 

目的：呈現最好案例 

角色：IR是政治公關 

學術和專家 

Cell 2 

目的：分析可能性 

角色：IR是政策分析者 

Cell 4 

目的：供應部分有效性證據 

角色：IR是學者和研究者 

知識管理 

目的：蒐集和轉換資料成資訊和知識；創造和維持資訊資料庫；促進知識創

造擷取和分享的過程 

角色：IR是知識管理者 

註：翻譯自 Knowledge Management: Building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Higher Education (p. 106), by 

A. M. Serban and J. Luan, 2002.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在「資訊權威」的角色下，IR 的主要目的為提供對於機構的描述性資訊、提供事實的校

務知識，因此需要對校務知識有厚實的瞭解，包含各項名詞、定義與可用的資料內容等。在

「政策分析」的角色下，這個類別的角色目的更多是去學習和分析校務本身和政策，因為校

務研究者需要和校內高階管理層共事，因此此一角色更像是分析師或是顧問去協助高階管理

層計畫和資源分配（Siemens et al., 2013; Terenzini, 2013）。 

在「政治公關」的角色下，IR角色即是要為了學校而呈現出最好的案例（Kirby & Floyd, 

2016），例如，為了增加招生的人數，將招生好看的那一面呈現給學生和家長，像是呈現每年

成長人數，但沒有給予整體和他校招生人數比較，所以這是一個協助學校招募資金和增進政

府關係的角色，但有一個需要注意的重點，就是這個角色要有其限制，不能有欺騙甚至更嚴

重的表現（Daniel, 2015）。在「學者和研究者」的角色下，這個角色的校務研究者需要調查和

獲得證據來增進校務效能，且其研究結果需具備引領學習與改善的功能（Knight & Leimer, 

2010; Zhao & Luan, 2006）。最後，在「知識管理者」的角色下，是將科技的角度帶入 IR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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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研究者需要蒐集和轉換資料變成資訊和知識，創造和維持資訊資料庫，促進知識創造、

擷取和分享的過程，因為創造和管理知識是一種組織知能的形式，可以對所有人、事、物

增進效能（Zhao & Luan, 2006）。 

參、IR資料之建置 

IR 資料具有整體連貫之不可分割性，前一階段包含後階段之準備，後階段包含前階段之

檢討修正，各階段有其工作重點的比重挪移，但其間並無平整的斷面。依本研究之個案學校

規劃，資料建置需與單位業務同步，資料倉儲之建立必須自業務執行及學生等資料產生者，

經由系統平台紀錄集結為相關資料集，經由倉儲選單成為可導入呈現系統及產出為供作主題

分析之資料檔，以提供資訊查詢及深入分析（Reddy et al., 2010）。其系統及資料轉換架構如圖

1所示。 

 

圖1. 資料倉儲系統及資料轉換架構。修改自「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計畫書（p. 8），

玄奘大學，2015a。新竹市：作者。 

在現有系統中加入更具效率的倉儲系統，以達成更彈性與即時的校務資料分析與動態資

訊呈現目標，並規劃未來倉儲系統管理機制，控管資料時間與資料演化歷程。這項建置方式

即在目前資料庫系統架構下，透過 ETL（Extract-Transform-Load）資料轉換載出工具，將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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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轉入倉儲系統，並依所設定之研究主題建置主題資料方塊（cube），以因應大量校務資料

之多維度分析運算之需（Li & Xu, 2010; Satkaur, 2013）。考量校內現有系統之資料庫型態，倉

儲系統之建置採用MSSQL Server進行建置，以期與校內各系統資料庫能快速相容介接，並以

此系統建立資料表（table）與多維度資料方塊，透過資料字典（data dictionary）或編碼簿（code 

book）之管理將資料分類，再依需求載出相關變項以作為主題性分析之運用與呈現端之資訊

即時展現（Rios-Aguilar, 2015）。本研究期建立可行的 IR資料建置機制，參酌資料庫建置之相

關方法文獻，亦探討 IR於教育資料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而整合探討資料建置之機制建立。 

近年來大數據分析平台在資訊技術迅速發展的情況下，資料庫建立的軟、硬體設施皆有

大幅度的改善，但為有效建立實務上之運用，資料建置過程仍需考量議題的多樣性（Tulasi, 

2013）。曾元顯（2016）建議在建構 IR資料庫的分析應用時，針對這些多樣的議題，可借助

圖書館學與資訊工程學的知識與經驗，以「採、編、典、藏、用」五項口訣式的概念，化繁

為簡的建立資料處理的正確觀念，並綜整、摘要其對應的解決方案與注意事項。該研究中所

提「採」即為資料庫建立的第一步，首先進行資料的界定與採集。「編」即為資料編目與組織

之意，此步驟可確保資料蒐集的一致性、降低資料欄位重複性，以及建立資料關聯，方便後

續的分析應用。而「典」則是資料蒐整的規範訂定之意，特別是資料字典與資料庫設計的系

統規範文件制定，以作為資料傳承、分享與整合時之重要依據。再者，「藏」即資料儲藏之意，

建立資料儲存、備份及備援機制，並以自動化處理方式自動重製相同的儲存資料。鍾沛原、

曾賢寶、楊嘉麗、李柏毅與蔡一郎（2014）亦提出資料不應只是儲存於系統中，備份與備援

之機制更是避免資料毀損與維持系統持續運作的重要作為。最後，「用」即為資料運用之意，

也就是在建立完整資料的蒐集、整合與運用系統的過程中，也需考量終端使用者的不同需求，

以符合各類人員的運用之需。此概念也引用 Daniel（2015）與 Tulasi（2013）提出的整合式資

料庫運用系統之想法。 

綜合上述圖書資訊學與 IR的相關文獻說明，其圖書資訊學所提供的知識與工具可視為 IR

中的操作面，其 IR的核心與本質在於提供富含實用價值的知識與資訊給予學校進行有效率及

有效能的決策，改善其決策過程，以數據實證為本取代人為經驗導向的決策模式（Terenzini, 

2013）。本研究亦整合圖書資訊學與 IR 角色，如表 2 所示，圖書資訊學難以滿足 IR 的知識

管理者角色所需進行的相關作業，根據 Nonaka與 Takeuchi（1995）之主張，知識管理的流程

為「資料數據」進行處理形成「資訊」，經由創造、分析、流通、分享、保存及應用具有價值

的資訊，方能形成「知識」（Baradwaj & Pal, 2011）。故 IR知識管理者的角色，在於對知識三

個階層的運作，從資料、資訊到知識的三個階層，長時間加以組織、更新、整理、分析並與

他人分享教育資料的過程，而其最終目標則是得到 IR 核心所蘊含的「智慧」（Daniel, 2015; 

King, 2016; Siemens et al., 2013; Zhao & Luan, 2006）。因此，本研究所討論的 IR資料庫建置之

個案案例，是從 IR角色之角度搭配圖書資訊學，依序進行討論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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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圖書資訊學與 IR 

 資訊權威 政策分析 政治公關 學者與研究者 知識管理者 

資料採集 ● × × × × 

資料彙編 ● × × × × 

資料字典 ● × × × × 

資料儲藏 ● ● × ● × 

資料使用 ● ● ● ● × 

註：●為重要性；×為低重要性。 

肆、IR資料平台建置之分析案例 

本研究依據北部某私立大學在 IR資料庫上的整合作法進行案例說明，對應曾元顯（2014，

2016）之研究，從採、編、典、藏、用，逐一說明該案例在各項目上的操作實務，包含實作

經驗建立與制度規範。 

一、校務資料之分類 

IR 資料庫之建置以系統紀錄資料與調查施測資料為主，於實作技術上需先將資料進行分

類，以便於分工並循序按不同資料性質進行蒐集、清理、檢核與轉換，進而匯入資料倉儲進

行主題分析之應用（Baradwaj & Pal, 2011; Reddy et al., 2010）。以下即針對個案學校結構化資

料內容說明資料分類方式及應用目的。 

（一）依資料蒐集對象分類 

1. 分類方式 

校務資料依據資料蒐集對象可分為學生、教師與課程端資料，以個體為單位進行資料項

目之蒐集與分類。 

2. 分類特色 

資料細緻度高利於個體資料之串接與發展歷程追蹤等。 

3. 應用層面 

學生個人學習輔導分析、教師個人發展歷程分析、課程效益評估等應用。 

（二）依資料來源分類 

1. 分類方式 

依據資料記錄來源區分，可分為教務、學務、總務、招生、研發、人事、會計、圖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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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就輔中心、教發中心、通識中心、問卷平台與外部合作資料等。 

2. 分類特色 

利於針對業務執行過程所產生之資料進行盤點，以及有助於資料檢核修正之權責釐清與

資料取得時程訂定。 

3. 應用層面 

教學評量分析、招生策略分析、教學輔導策略評估、校務發展策略規劃等應用。 

（三）依系統歷程分類 

1. 分類方式 

依據資料可應用的分析內涵進行區分，將學校校務視為一個系統，學生及教師資料是依

系統的輸入、轉換過程及輸出等程序安排，分成先備特質、學習歷程、學習成效、教師職能

投入、教師專業發展，另加轉換過程所需的資源投入。此外，另有外部資料（如勞保資料與

高中端資料）與環境參照資訊等（Sweatman, 2015），如圖 2（IR資料主要分類架構）所示。 

 

圖2. 分析使用端資料庫資料分類結構。引自「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計畫書（p. 13），

玄奘大學，2015a。新竹市：作者。 

2. 分類特色 

將學校校務視為一個系統，依系統的輸入、轉換過程及輸出等程序安排，結合類別代碼

標示，有利於資料建置過程的溝通及使用者對資料的理解、記憶及索取使用。 

3. 應用層面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分析、弱勢助學輔導分析、教師多元升等議題研究、校務發展策略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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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等應用。 

（四）校務資料蒐集之執行單位與人力配置 

1. IR從資料整理到分析應用 

需整合教育、輔導、心理、資料科學、資訊系統、管理、方法論等專業人力方能竟功（Kirby 

& Floyd, 2016）。因此，除了設置專責單位（如 IR中心）之外，需有相關專業教師投入及學校

相關單位的配合。 

2. IR專責單位應配置的基本人力 

包括資料管理、研究分析、程式設計人力，並於各單位指定資訊聯絡人擔任資料建立與

清理的窗口，另有必要協調組成常態性的資料建置、調查測驗及研究分析工作群，以便跨單

位進行有目標的蒐集、建置、清理、更新及應用 IR資料（Knight & Leimer, 2010）。 

3. 校務資料的蒐集運用循環 

除了需有專責單位的規劃整合之外，執行單位涵蓋學校內各處室與系所，並需要學校資

訊中心的充分配合。 

二、資料清整與資料說明書建立 

運用於 IR的資料必須質量並重。在新的資料不斷累積的同時，必須就既有資料進行清理，

並建立資料蒐集規範與建檔規則，以確保資料品質與內容一致性，個案學校資料清整流程如

圖 3所示。本研究之個案學校在資料清理、檢核與重編碼之執行單位為 IR中心，目的在於匯

入學校資料庫之計算機中心所存之資料為原始資料，為取得可分析之資料，必須在資料匯進

IR中心資料庫時，進行資料清理與檢核（Baradwaj & Pal, 2011; Duan et al., 2013）。在實際運作

中，由於學校資料庫內資料眾多，且每個學期都將匯入新的資料，因此，在每一學期之初的

資料清理過程中即開始進行清理前一學期之資料。 

以下即針對個案學校校務資料清整的經驗，說明各項資料清整過程的規則與步驟。 

（一）資料匯入格式制定 

依據資料分類與主題應用所需，制定資料匯出項目，並依統計分析套裝軟體對於資料格

式化的要求匯出資料格式（個案學校以 SPSS 軟體之資料讀取格式為主），並同時保留原始資

料。就個體單元的分析所需資料格式而言，每一個個體之各項紀錄內容為一筆資料，每個個

體單元皆有相同之紀錄欄位（若遇某員無該項紀錄資料時，仍應保留該欄位，並以空值呈現），

並提供關鍵變項（Key variable，包含 Primary Key和 Foreign Key）作為未來資料串接使用，

如圖 4之示意，學號代碼、教師代碼、學年期、課號即為關鍵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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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IR資料清整流程。引自行政工作標準書，玄奘大學，2015b，取自http://www.hcu.edu.tw/sec/ 

sec/zh-tw/33FC58DF5D0D41CF8BD542A63A051CCB/01B06861C0FC441E8503544166907584/xuan-1

zang-da-xue-jiao-wu-hui-yi-gong-zuo-liu-cheng-biao-zhun-shu 

（二）資料字典建立 

資料由系統中依據制定之匯出項目與格式匯出後，應建立資料匯出之系統資料說明書

（即資料字典，data dictionary, DD），以作為資料匯出者下次匯出相同資料表時之參考，並提 

變項項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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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 

進行分析應用 匯入倉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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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與衍生變項製作 

2. 資料修正意見回饋 

1. 資料匯出SQU語法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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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學生及教師單元資料匯出格式示意 

供資料使用者瞭解各欄位資料內涵。案例學校的資料字典係依系統匯出的原始資料及衍生變

項（derivative variable）資料分別進行編寫。 

（三）資料清理、檢核與重編碼 

此步驟主要針對系統載出的原始資料進行檢驗，藉以觀察是否有遺漏、異常、資料不一

致、編碼錯誤或計算錯誤之資料等問題。資料檢驗的方式可利用描述性統計分析方法，如以

次數分配表、描述性統計量及交叉列聯找出輸入不一致或輸入／計算錯誤的資料。遺漏值部

分應檢驗是否為正常遺漏值，且應個別以不同代碼表示不同的遺漏值，如以代碼 888 表示正

常遺漏值，999則表示非正常遺漏值。而非正常遺漏值應重新至系統中尋求該筆資料。亂答資

料之檢核以惰性答題分析為主，針對量表問卷所蒐集的資料，個案學校檢驗每位受訪者於問

卷中單一選項出現的比例，若某個選項出現的比例遠高於其他選項，則可合理懷疑該結果為

亂答。此外，如重新編碼則依分析需求，可將原代碼類別簡化或重新定義新代碼以符合議題

分析需求。 

（四）資料衍生變項製作 

IR 資料因研究主題之需求，部分資料項目只需轉置即可用為分析變項，而部分資料則需

經演算再轉置成有意義的新變項。需經演算的衍生變項若為經常性運用之分析變項，則應回

饋納入系統新增欄位工作中，並將其衍生的公式寫入系統設計語法內。若非為常態性運用之

衍生變項，則應於該主題分析之資料編碼說明書內詳列計算方式。 

（五）資料修正回饋機制 

個案學校校務資料清整後，如上述所發現的問題將透過資料修正回饋機制，回饋資料修

正意見至系統輸入端使用者，並訂定未來的資料記錄方式（Duan et al., 2013）。此資料修正回

饋機制，即由資料清整過程中所蒐集的資料錯誤或需修正問題，依據資料來源單位，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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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派至各業管人員，說明資料修正建議，並於限定日期內完成系統資料修正，如圖 5 所示流

程。資料修正回饋機制之執行單位為 IR中心，在資料清理過程中若出現錯誤或需修正之問題，

將回饋至資料提交之單位，如學生學習資料將回饋至教務處，學生社團資料將回饋至學務處

等。以個案學校為例，若系統需修正時，則進行校內各單位與資訊中心之協調會，溝通系統

的調整時程與所需之人力資源，由資訊中心進行系統修正。由主任秘書偕同 IR中心主導各單

位的協調會議且每週召開，將各單位與 IR中心所找出之問題進行提案討論，尋求資料處理之

共識。 

 

 

 

 

 

 

 

 

 

 

 

 

 

 

 

 

 

 

 
 

圖5. IR資料修正回饋機制。引自行政工作標準書，玄奘大學，2015b，取自http://www.hcu.edu. 

tw/sec/sec/zh-tw/33FC58DF5D0D41CF8BD542A63A051CCB/01B06861C0FC441E8503544166907584/

xuan-1zang-da-xue-jiao-wu-hui-yi-gong-zuo-liu-cheng-biao-zhun-shu 

（六）基於資料分析欄位需求 

進行系統修改的共識形成相當不易，過程歷經需求異動分析、技術分析、案例試行、檢

討與調整、共識推廣及全校施行。以案例學校將既有的學科成績登錄系統增列「學習態度」

修正結果確認 

1. 將問題分派至各資料

業管單位 

2. 說明及訂定修正規則

資料清整 

問題彙整 

業管單位 

依修正意見修正資料 

圖資中心 

系統建置或新增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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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欄位的經驗而言，首先需經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及資訊部門主管評估分析後同意實施，

先以大一英語課程進行試辦，其間並舉辦說明會徵得任課教師同意參與。試辦結果經院系主

管認可後，提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始施行於全校課程，期間歷經 2 年。另一案例為課程分類

欄位的系統改變需求，案例學校擬在原有專必、專選等既有課程分類之外，另增分級、分流、

跨域實務課程等分類欄位，但在選課系統難以修改的情況下，只得將選課的課程資料轉換至

IR資料倉儲時，另建立分級、分流、跨域基礎理論、實務課程等分類欄位參照表，經 SSIS進

行資料轉換時，以欄位衍生方式儲存於資料倉儲中，而不進行原校務營運系統的修改。 

（七）資料編碼說明書製作 

待資料清整確認無誤且相關衍生變項製作完成後，針對該主題分析資料表建立分析資料

之編碼說明書，該說明書欄位應包含變項代碼欄位、變項名稱欄位、變項型態欄位、資料說

明描述欄位（本欄位包含衍生變項之計算方式說明）、資料取得時間、資料更新頻率等資訊。

此說明書建立之目的為提供分析者使用該主題分析資料表時，可依據說明書內容瞭解各資料

項內涵，以達到資料項目可快速被分析運用之目的。 

IR 資料建置過程，有關業務資料鍵入理應有相關規章規範之，但仍可能有部分資料在單

位間會因便利性及業務需求不同而有意見上的歧異。例如，學生休學的紀錄可分「有休學」

及「無休學」，但為了分析需要，可能要分成「首次休學」、「續休」、「復學再休」等等。記錄

方式不同涉及業務人員的作業慣性及系統記錄功能選項的修改。此時建議召開協調會議討論

定之。 

三、資料庫倉儲建置 

本研究案例在 IR資料建置過程中，於資料清整、檢核之後，另行建置研究分析用之資料

倉儲系統，即線上及時分析（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 OLAP）系統以存放 IR資料，並建

立管理機制控管資料版本變化歷程（Park, Han, & Song, 2005; Reddy et al., 2010; Zhang, Li, Lu, 

& Shao, 2017）。建置 IR 資料倉儲的主要目的是要提高使用者存取資料及分析應用的效率

（Daniel, 2015）。因此，案例學校在關聯式資料庫之外，將必要的分析主題及其可能運用之資

料欄位（變項），增建多維度資料庫。案例學校目前校內系統的資料庫，採用線上交易系統所

需的關聯式資料庫（Online Transaction Processing, OLTP）之架構。OLTP資料庫架構的主要目

的為避免浪費空間及錯誤，以及如果有資料修改或刪除時，避免需重複修改或刪除資料，所

以 OLTP資料庫的設計是採用正規化的原則，避免資料重複存放，但此勢必產生許多資料表。

在此架構下，資料查詢或彙總分析工作是利用資料表間的關鍵變項進行串聯，當資料表數目

非常龐大時，將耗費相當多的系統資源，無法達到即時查詢或分析應用所需的效能，且 IR分

析直接取用該資料庫勢必影響整個系統的效能甚或干擾正常作業（Park et al., 2005; Reddy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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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所需的資料庫著重於資料查詢與彙總分析且不可影響原有系統效能；IR決策支援資訊

的查詢與分析，需擷取大量歷史、多維度資料及彙整型的資訊，資料也常需轉置或衍生出有

意義的變項，以利常用議題的分析（Daniel, 2015; Zhao & Luan, 2006）。因此，必須另建分析

專用資料庫系統，定時從原系統匯入資料，而增建 OLAP的多維度資料庫正可滿足此項要求。

OLAP 系統的資料倉儲建置，其最大優點在於可提高資料查詢與彙總分析效能（Park et al., 

2005），可依主題目的建構多維度資料方塊，並可同時儲存 IR所需的即時、週期性及歷史資

料，並於資料匯入後與 OLTP各自獨立運作。 

四、資料串接與重組應用 

從資料庫建置端而言，資料集是以資料儲存與提取串接之需要建置，並非依學生學習歷

程區隔（Baradwaj & Pal, 2011; Duan et al., 2013）。因此，個案學校將資料區分為學生、課程學

習、非課程學習、畢業發展、教師及資源配置等六個擴充實體集合（extended entity set）。各

個實體所包含的屬性（attribute）及其關聯如圖 6之實體關聯圖（Entity Relationship Diagram, 

ERD）所示。其次，本計畫規劃的關鍵變項（key variable）包括：學生級別序號（去識別化關

鍵變項）、課程代號、教師代號、單位代碼、學期等。其串接規則舉例如圖 7所示。 

為提供研究人員或各單位能夠彈性的依其研究架構，從龐大的資料庫中挑選出所需變

項，進行特定主題的深度分析，本個案學校於 104學年先完成一個簡易的資料重組管理系統。

該系統可由使用者從資料庫中的不同檔案裡，依自己的分析架構選擇所需變項（欄位）重組

出分析所需主題資料檔案，也可自建資料夾及資料檔，以構成特有的資料集或資料庫，再從

資料集或資料庫中選取所需檔案及欄位重組出所需檔案進行分析。 

五、資訊呈現系統之層級應用 

個案學校基於即時監測與快速支援決策需求，並依管理與應用的層級不同，提供不同層

次的即時資訊於決策參考、管理運用、教師發展、教學輔導及學生學習等需求（Rios-Aguilar, 

2015），並將即時資訊呈現的對象分為決策層、管理層、教師、學生及非特定之大眾等五種

類別，分別規劃不同層級的即時資訊內容與使用權限。應用的資訊呈現系統說明如下： 

（一）管理決策系統 

1. 系統特性 

結構化階層方式呈現資訊內容，讓管理階層可同時觀看最高管理階層的資訊，並可深入

資料內容探究次層級資料的表現。且配合警示燈號功能的應用，可讓二級單位的管理者隨時

掌握單位內部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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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資料實體關聯概念圖。兩個實體集合間具有多對多關係（前每個實體對應後n個實體；後每

個實體對應前m個實體）；單線代表構面變項；雙線代表主要構面間的連結。 

 

 

圖7. 資料串接示意圖：校務研究SSIS系統畫面。小鑰匙為主鍵，代表用來串接資料的代表變項。

引自行政工作標準書，玄奘大學，2015b，取自http://www.hcu.edu.tw/sec/sec/zh-tw/33FC58DF5D0 

D41CF8BD542A63A051CCB/01B06861C0FC441E8503544166907584/xuan-1zang-da-xue-jiao-wu-hui-

yi-gong-zuo-liu-cheng-biao-zhun-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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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呈現介面 

表格數據搭配基本統計圖表的視覺化呈現，加上警示燈號畫面的色彩呈現，讓管理者可

以從龐大的數據中馬上找出問題所在（Daniel, 2015; Hagerty, 2006; Han & Kamber, 2002）。可

透過此系統提供之階層式搜尋設計，向下挖掘更深入的資訊（示例如圖 8所示）。 

 

 

圖8. 管理決策系統研習訓練人員分析示例 

（二）分析應用系統 

1. 系統特色 

免除複雜的資料庫內的資料定義步驟，以簡易地拖拉方式讓使用者任意調動想要分析的

參數，可依照研究主題彈性調整研究變項的關聯性，富有極大彈性來配置想要呈現的監測內

容，可快速入門是此系統成為研究分析人員喜愛使用的主因。 

2. 呈現介面 

可呈現多樣豐富的統計圖形，並自由配置 Dashboard所要呈現的資訊內容（Daniel, 2015; 

Rios-Aguilar, 2015; Siemens et al., 2013）。此系統的 Dashboard可藉由參數的調整來動態改變

Dashboard上所呈現的資訊（示例如圖 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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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分析應用系統─畢業生流向及就業分析示例 

六、IR資料數據分析之應用價值 

所有 IR資料數據皆屬於一連串連續型與類別型變項，其數據分析與應用則來自於研究分

析議題之擬訂，從中詮釋數據於議題中所代表之意義，進而產生其附加價值（Daniel, 2015; 

Duan et al., 2013; Rios-Aguilar, 2015; Siemens et al., 2013; Tulasi, 2013）。本研究案例根據圖 10，

勾勒出欲分析之研究議題，該架構可分出議題設定方向包括： 

（一）學生職涯發展情況及其與學生本身、教師、學校資源等關聯因素之分析 

此以學生畢業後之職涯發展為依變項，可用學生先備特質、在學學習成效、學習歷程特

質、教師職能投入、教師專業發展、學校資源投入等因素作為解釋或預測變項組合研究架構

進行研究（Kahu, 2013）。 

（二）學生在學學習成效及其與本身學習、教師、學校資源等關聯因素之分析 

此以學生在學學習成效為依變項，以學生學習成效與學生及學習特質變遷（學習動機、

學習行為、學習回饋）、學習歷程特質（教師教學、學習資源使用、生活適應、職業興趣、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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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議題分析之概念架構。引自「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計畫書（p. 17），玄奘

大學，2015a。新竹市：作者。 

課、潛在學習、打工、同儕關係等）、本身先備特質（過去學習經驗、經濟）作為解釋或預測

變項組合研究架構進行研究。 

（三）教師專業發展及資源效益之分析 

即就教師專業發展、學校資源挹注及學生學習，探討三者間的關聯（Baradwaj & Pal, 

2011）。 

（四）量測工具之效度檢測與互證 

包括：學科成績、總結評量、能力素養指數、關係人評價、主觀知覺等學習成效評估工

具之效度檢測，以及不同工具量測結果間之互證，並比較其對畢業生職涯發展結果的預測效

力，以及不同評價者對相同對象評價結果的比較分析（Sweatman, 2015）。 

架構圖中的各個變項集，如學習成效、教師職能等，事實上都內含多個變項，甚且可依

研究旨趣或創意另行衍生新變項（Picciano, 2012）。因此，本研究案例中所提出的規劃理念及

期望讓研究者能夠很容易地從中分解、重組新的研究架構以提出新的議題研究，且設計建置

的多維度倉儲資料架構，更能滿足 IR的議題多元組合需求（Siemens et al., 2013）。 

伍、結論 

IR 資料庫建置過程的探討可作為我國高等教育機構在 IR 初始階段參酌的方向，IR 始於

數據的衍生與蒐集，故資料庫的建置乃是 IR 發展之本（陳鏗任，2014），此一議題是高等教

育領域中欲改善學生學習與學校經營應著重與強調的重要方向（Daniel, 2015; Terenzini, 

外部資料 參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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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整體而言，本研究採用曾元顯（2014，2016）所提出之採、編、典、藏、用五項資料

庫建構的流程與注意事項，作為探討本研究案例的研究架構，透過實例分享分析與應用成果

來強化其研究架構之重要性與可行性。由此五項注意事項所建置的 IR資料庫與決策支援管理

系統所產生的效益，可從「提升校務管理的效益」、「IR 本身的效益」及「連結社會發展的效

益」三個視角觀察。 

一、提升校務管理的效益 

提升校務管理的效益係屬學校本身永續發展的基礎。可臚列如下： 

（一）經由學習回饋及關係人評價的常態化蒐集分析與應用，提供課程規劃與教學改進

之參照軌跡並提升教育效能。 

（二）經由學習成效評估之系統化，強化與改善辦學績效與教育品質之實證機制。 

（三）形成證據導向決策共識並逐漸形成組織文化，強化決策與計畫執行效益評估機制，

降低校務決策偏誤風險（Kirby & Floyd, 2016）。 

（四）經由結構化的學生學習實證資訊，強化教師評鑑佐證效力及教師專業職涯發展輔

助資源。 

二、IR本身的效益 

IR 本身的效益是本身續為推動的內衍效益，以作為學校經營的永續推展基礎。其效益可

例舉如下： 

（一）增進行政人員與資訊人員語言之共識，有效提升系統整合運用時效。 

（二）提升教職員對 IR的共同認知及價值認定，使計畫推動更具效率。 

（三）提升學校校務（業務）資料登載之結構精密度，以及系統產出要項與格式之共識。 

（四）IR執行方案及資料庫建置規劃與程序的書面化圖文製作，可確保 IR業務推動的標

準化與永續。 

三、連結社會發展的效益 

連結社會發展的效益是學校推動 IR進而回饋於社會，以及資源共享的形成： 

（一）促動 IR資料庫資源共享及政府跨部會資料庫之釋出應用，強化教育資源分配及教

育實效評估機制。 

（二）經由 IR機制引進社會監督與自我課責氛圍，催化內部反思與發展動能，提升學校

競爭力。 

四、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提出某一個案學校的 IR 運作機制，深入探討 IR 的實際運作及可行的衡量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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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多數大專校院在 IR上有更進一步的瞭解。雖然如此，然在個案探討的過程中，仍存在某

些研究限制。首先，本研究以北部某私立大學為例，說明與探討該私立大學 IR辦公室及資料

處理的模式；然而，私立大學與國立大學在實際運作上仍有所差距，更遑論一般大學與科技

大學間的迥異，其機構型態上的不同可能導致 IR在組織架構上的定位，以及使命任務有所差

異。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針對不同型態的高等教育機構進行探討，提供更有價值

的見解與說明，以對接相應的組織型態。 

再者，本研究所探討的個案學校現階段急需增補外部資料萃取的非結構化資料之資訊來

源，乃因內部結構化資料已完成資料清整並匯入 IR辦公室之資料庫，故如何增補與萃取內部

的結構化與非結構化資料過程雖有詳細說明其程序及相關機制，但對於尚未或仍在建構內部

結構化資料過程的大專校院而言，相對有所不足。故本研究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針對內部結

構化與非結構資料之資料萃取與清整進行更詳細地說明與探究，此有助於各大專校院於 IR辦

公室的職務工作說明上，增加對其運作模式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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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stitutional research (IR) is expected to undergo development to conform to the needs of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sector by enabling each university to execute IR based on its own data to 

conduct analysis, transfers, and applications. Thus, no common and consistent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will govern data collection and storage. Each university develops its own IR strategy 

based on data and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U.S. Association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IR focuses 

on internal data collectio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from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Objects of 

study include students, faculty members, support staff, and the school environment. Institutional 

researchers analyze information of value to facilitate senior leaders’ decision-making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data analysis applications is based on data 

collection and storage; therefore,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initial data and data system construction is 

the first step in IR development to determine whether subsequent data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are 

valuable for decision-making. Therefor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data-processing elements of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he design and models of IR databases at a private university in 

Taiwan. The study objective was to ascertain the method of massive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use and 

storage in the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sector and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mode of analyzing 

concepts and reference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professionals. The outcomes of this study could 

contribute to university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Keywords: database management, decision-making support system, educational data, institution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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