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論文 

 

指導教授： 蓋浙生 教授 

           王保進 教授 

 

 

 

 

我國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 

關連性之研究 

 

 

 

 

研究生： 劉秀曦 撰 

 

中 華 民 國 九十八 年 一 月 八 日 



 





 





 



 i

我國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關連性之研究 

摘  要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有四：一、瞭解美英及我國大學品質保證機制之

發展情形；二、分析美英及我國政府經費分配機制之運作現況；三、探

討美英及我國大學品質保證與政府競爭經費之關連性；四、根據文獻探

討與實證分析之結果提出結論與建議，以作為我國教育主管機關規劃相

關政策之參考。 

為達成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兼採文獻探討與實證分析，首先就文

獻探討而言，又可分為理論基礎與實務探討兩部分。在理論基礎方面，

除釐清大學績效責任之品質觀外，並探討政府競爭經費之基本意涵。在

實務探討方面，則分別就美國、英國與我國大學品質保證與政府競爭經

費之發展與運作現況進行闡述，藉此瞭解我國政府目前競爭經費分配模

式所面臨之主要問題。 

其次就實證分析而言，共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我國大學績效指

標之建構，係根據文獻探討結果，初擬「我國大學績效指標項目調查問

卷」作為德懷術實施之調查工具。第二階段為大學經營績效之分析，係

以前述指標系統為基礎，並擇取適當投入與產出項目後，透過資料包絡

分析法來瞭解各項獎助計畫中申請學校之經營績效。第三階段為大學經

營績效與政府競爭經費關連性之探討，係運用 Spearman 相關係數分析，

探討各大學經營績效相對效率值與政府競爭經費之關連性。 

最後，綜合文獻探討與實證分析之結果，獲得以下結論：一、大學

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編列皆為各國政府重要政策工具；二、各國依大學

品質評估結果擇優獎助為效率原則之體現；三、各國大學品質保證與競

爭經費之連結均採多元途徑；四、各國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之連結

宜為間接彈性；五、各國依大學品質評估結果來擇優獎助仍占較低比重。 

 

關鍵字：大學品質保證、競爭經費、大學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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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and competitive funding in Taiwan 

Abstract 

This study has four purposes: 1. to inquire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in Taiwan. 2. to analyze the distribution of 

competitive funding in Taiwan. 3.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and competitive funding in Taiwan. And 4. based 

on the results, to make recommendation to the policy-makers in making 

university subsidizing policy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above-stated purposes, this study adopted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practical analysis. First, through 

documentary analysis, the study elucidates the primary concepts of quality 

assurance and competitive funding and their practice. Secon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drawn from the literature, the researcher developed “Questionnaire 

on performance indicators for universities in Taiwan” as the tool to collect the 

opinions of experts. To ensure the data accuracy, the items of input and output 

are carefully assessed and selected. The models of evaluation are then 

determined by using empirical DEA analysis. Based on the collected data, the 

study then proceeds with efficiency analysis and reference set analysis. 

Finally, the following results were reached: 

1. Both the quality assurance and funding allocation are the important policy 

instruments of government. 

2. Performance-based funding is a realization of Hefficiency doctrineH. 

3. Performance-based funding is still lower percentage in Educational 

Budget. 

4. The Linkage Between quality assurance and funding allocation is diverse. 

5. The Linkage Between quality assurance and funding allocation should be 

indirect and flexible.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competitive funding,  
universit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iv



 v

謝 誌 

隨著論文的付梓，終將完成這個階段的任務，回首這段困知勉行的

來時路，歲月與辛勞雖將隨著論文的完成而遠去，然而心中的無盡感恩，

卻不敢稍忘。 

這本論文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謝指導教授－蓋浙生教授與王保進教

授。從十年前有幸追隨蓋老師的第一天開始，就深深體會到老師對學生

的包容與關懷，老師風趣的言談中，總是蘊含著豐富的人生閱歷與精闢

的見解，讓學生受益良多；王老師則在繁忙的公務之餘，適時給予學生

提點，總是能令學生茅塞頓開。這些年來，因工作因素致論文進度一直

斷斷續續，所幸兩位老師能體諒學生的駑鈍與壓力，不吝給予學生鼓勵

及支持，儘管蹉跎不少光陰，總算成就一篇拙著。蓋老師與保進老師無

論在學術專業與待人處事方面都是學生學習的最佳典範，對於恩師們的

照顧與提攜，謹獻上內心最誠摯的謝意。 

其次，感謝口試委員張鈿富教授、楊瑩教授、王如哲教授、吳政達

教授與許添明教授，在計畫發表及論文口試階段的悉心指導，這些寶貴

的意見，無疑是我修改論文時的最佳指引。在此特別要感謝楊瑩老師，

不但在工作上指點我許多，更在學生因故需臨時更換口委時，毫不猶豫

地答應相助。同時，亦感謝論文進行中，撥冗擔任德懷術專家小組成員

的諸位教育先進們，有了您們的指導與協助，使得本論文更兼理論與實

證價值。 

再次，對從碩班至博班同窗十年的老戰友心怡、雪綺和文彥，以及

系辦助教億松在此亦一併致謝。在這段似乎永遠沒有盡頭的旅程中，我

們相互扶持、彼此勉勵，領域雖不同、心意卻相通，最後終能同時抵達

彼岸，同享論文完成的喜悅，未來所走的路雖不盡相同，但我相信這珍

貴的緣分必能不斷延續。 

在淡江服務即將屆滿三年，在這段如陀螺般周旋於論文與工作的日

子裡，感謝學教中心主任徐新逸教授的關心叮嚀，以及哲慧不時的激勵，

在此也預祝她今年能順利畢業。當然也要謝謝雅寧、孟蓁、怡真等諸位

小同仁，沒有你們的全力支援與協助，在最後衝刺階段我絕對沒辦法這



 vi

樣順利完成論文。還有最可愛的偉誠和德嘉，先後陪伴我在辦公室裡挑

燈夜戰，讓淡水原本寂涼的夜晚也倍增暖意。 

此外，更要感謝我摯愛的雙親和姊姊晴曦，多年來總是縱容我的任

性和獨斷獨行，讓我做自己想做的事，不曾帶給我任何壓力。在因加班

和趕論文而需寄宿淡水的一千多個日子裡，對我的關懷與呵護亦未曾稍

減，今日我若在學業或工作上有一點小小成就，皆要感謝親愛家人在背

後的默默支持。 

博士論文的完成，雖代表著求學階段的結束，但也是另一個求知階

段的開始。在此，我期許自己在未來的人生旅途上能有更多的斬獲，並

再次由衷感謝這段旅程中所有與我相伴的人。 

最後，祝福所有尋夢者都能心想事成！ 

 

 

 

 

 

秀曦  謹誌  

2009 年 1 月  



 vii

目   次 

第一章 緒論…………………………………………………………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4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論文架構………………………………………… 5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重要名詞釋義…………………………………… 8 

第二章 理論基礎…………………………………………………… 11 

第一節 大學品質保證之意涵……………………………………… 12 

第二節 政府競爭經費之意涵……………………………………… 35 

第三章 實務探討…………………………………………………… 57 

第一節 美國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分配……………………… 58 

第二節 英國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分配……………………… 85 

第三節 我國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分配……………………… 111

第四節 綜合討論…………………………………………………… 145

第四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153

第一節 研究設計與流程…………………………………………… 153

第二節 績效指標之建構與操作型定義…………………………… 155

第三節 經營績效之評估與研究對象……………………………… 166

第四節 資料分析方法……………………………………………… 171

第五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177

第一節 我國大學績效指標之建構………………………………… 177

第二節 我國大學經營績效之評估………………………………… 193

第三節 我國大學經營績效與政府競爭經費關連性之分析……… 213

第四節 綜合討論…………………………………………………… 221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225

第一節 研究發現…………………………………………………… 225

第二節 結論………………………………………………………… 230

第三節 建議………………………………………………………… 235

參考書目……………………………………………………………… 239



 viii



 ix

表   次 

表 2-1 高等教育系統中不同參與者對績效指標之興趣…………… 27 

表 2-2 資源分配方式對大學教育品質之影響……………………… 47 

表 2-3 各國大學教學與研究經費分配運用公式之情形…………… 51 

表 2-4 各國大學教學與研究經費計算公式之績效導向…………… 51 

表 3-1 美國維吉尼亞州大學績效指標……………………………… 66 

表 3-2 美國州層級常用之大學績效指標…………………………… 67 

表 3-3 美國 2000 年各州大學評鑑報告書之大學績效指標………… 69 

表 3-4 美國 1980 年以後 4 年制公立大學校院經費來源…………… 71 

表 3-5 美國 1980 年以後 4 年制私立大學校院經費來源…………… 71 

表 3-6 績效補助與績效預算法優缺點比較……………………… 74 

表 3-7 美國各州績效補助計畫常用指標………………………… 74 

表 3-8 美國實施績效計畫之州別—2003 年………………………… 75 

表 3-9 美國田納西州大學經費補助公式構成要素……………… 78 

表 3-10 美國田納西州 2000~2004 教學活動績效指標…………… 79 

表 3-11 美國南卡羅來納州大學績效補助計畫之績效指標……… 82 

表 3-12 美國南卡羅來納州大學績效評估結果…………………… 83 

表 3-13 英國 2008 年研究評鑑作業品質水準的定義……………… 93 

表 3-14 英國 1995 年大學管理統計與績效指標…………………… 96 

表 3-15 英國 2003 年 HEFCE 公布的大學績效指標……………… 99 

表 3-16 英國 2005 年大學經費來源之類別………………………… 102

表 3-17 英國 1995-2006 年大學機構之經費來源…………………… 103

表 3-18 英國不同學科全時生之成本權重與每生單位成本………… 105

表 3-19 英國 2007-08 年研究品質經費補助之組成要素…………… 107

表 3-20 英國 HEFCE 計算研究經費時不同學門之成本權重………… 108

表 3-21 英國 HEFCE 計算研究經費時數量因素之加權數…………… 109

表 3-22 英國 2001 年 RAE 評鑑等級說明與不同等級之加權數…… 109



 x

   
   

表 3-23 我國教育部對系所評鑑結果之處理方式…………………… 119

表 3-24 我國 2006 年至 2008 年大學系所評鑑結果……………… 120

表 3-25 我國大學教育指標系統……………………………………… 123

表 3-26 我國國家層級大學教育指標系統…………………………… 124

表 3-27 我國公立大學各年度預算財務結構……………………… 127

表 3-28 我國私立大學校院財務結構……………………………… 129

表 3-29 教育部 2005-07 年私校獎補助作業補助項目及指標………… 131

表 3-30 教育部 2008 年私校獎補助作業補助項目及指標…………… 132

表 3-31 教育部私校獎補助計畫補助與獎助比例歷年調整情形…… 134

表 3-32 教育部 2008 年度私校院獎補助作業指標項目及權重……… 135

表 3-33 教育部 2008 及 2007 年度私校獎補助指標項目及權重比較… 136

表 3-34 2008 年度獎補助指標展開後權重之排序…………………… 137

表 3-35 發展國際一流大學與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審議重點………… 138

表 3-36 發展國際一流大學計畫第一梯次審查指標………………… 139

表 3-37 發展國際一流大學計畫第二梯次審查指標………………… 140

表 3-38 2005 及 2007 年發展國際一流大學計畫申請與核定校數…… 141

表 3-39 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審核指標………………… 142

表 3-40 2005～2008 年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申請與核定校數…… 143

表 4-1 中美英三國大學績效指標之歸納整理…………………… 159

表 4-2 我國大學績效指標之項目及操作型定義………………… 164

表 4-3 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之研究對象……… 169

表 4-4 教育部發展國際一流大學計畫之研究對象………………… 169

表 4-5 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研究對象………………… 171

表 5-1 兩回合德懷術調查問卷回收情形…………………………… 178

表 5-2 第一回合教育資源構面諮詢委員填答結果一覽表………… 179

表 5-3 第一回合教師素質構面諮詢委員填答結果一覽表………… 179



 xi

   
   

表 5-4 第一回合行政支援構面諮詢委員填答結果一覽表………… 180

表 5-5 第一回合教學成果構面諮詢委員填答結果一覽表………… 181

表 5-6 第一回合學術研究構面諮詢委員填答結果一覽表………… 182

表 5-7 第一回合社會服務構面諮詢委員填答結果一覽表………… 183

表 5-8 第一回合德懷術問卷調查結果……………………………… 184

表 5-9 第二回合教育資源構面諮詢委員填答結果一覽表………… 185

表 5-10 第二回合教師素質構面諮詢委員填答結果一覽表………… 186

表 5-11 第二回合行政支援構面諮詢委員填答結果一覽表………… 186

表 5-12 第二回合教學成果構面諮詢委員填答結果一覽表………… 187

表 5-13 第二回合學術研究構面諮詢委員填答結果一覽表………… 187

表 5-14 第二回合社會服務構面諮詢委員填答結果一覽表………… 188

表 5-15 教育資源構面各指標項目適合度檢定……………………… 189

表 5-16 教師素質構面各指標項目適合度檢定……………………… 189

表 5-17 行政支援構面各指標項目適合度檢定……………………… 190

表 5-18 教學成果構面各指標項目適合度檢定……………………… 190

表 5-19 學術研究構面各指標項目適合度檢定……………………… 190

表 5-20 社會服務構面各指標項目適合度檢定……………………… 191

表 5-21 第二回合德懷術問卷調查結果……………………………… 192

表 5-22 私校獎補助計畫 2004 學年度投入產出項目相關係數表…… 194

表 5-23 私校獎補助計畫 2005 學年度投入產出項目相關係數表…… 195

表 5-24 私校獎補助計畫投入與產出項目敘述統計量…………… 195

表 5-25 私校獎補助計畫各私立大學相對效率值—2004 學年度…… 198

表 5-26 私校獎補助計畫各私立大學相對效率值—2005 學年度…… 199

表 5-27 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效率分類表……………… 200

表 5-28 5 年 500 億計畫 2004 學年度投入產出項目相關係數表…… 201

表 5-29 5 年 500 億計畫 2005 學年度投入產出項目相關係數表…… 202



 xii

   
   
表 5-30 5 年 500 億計畫投入與產出項目敘述統計量………………… 202

表 5-31 5 年 500 億計畫各私立大學相對效率值—2005 學年度……… 204

表 5-32 5 年 500 億計畫各私立大學相對效率值—2006 學年度……… 205

表 5-33 教育部 5 年 500 億計畫效率分類表…………………………… 206

表 5-34 教學卓越計畫 2004 學年度投入產出項目相關係數表……… 207

表 5-35 教學卓越計畫 2005 學年度投入產出項目相關係數表……… 207

表 5-36 教學卓越計畫投入與產出項目敘述統計量……………… 208

表 5-37 教學卓越計畫各私立大學相對效率值—2005 學年度……… 210

表 5-38 教學卓越計畫各私立大學相對效率值—2006 學年度……… 211

表 5-39 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效率分類表………………… 212

表 5-40 2006-2007 年度我國私立大學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額度…… 214

表 5-41 私校獎補助計畫經營績效與經費額度之相關性—2006 年… 215

表 5-42 私校獎補助計畫經營績效與經費額度之相關性—2007 年… 215

表 5-43 發展國際一流大學與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獲補助學校……… 216

表 5-44 5 年 500 億計畫經營績效與經費額度之相關性—2005 年…… 217

表 5-45 5 年 500 億計畫經營績效與經費額度之相關性—2007 年…… 217

表 5-46 2006-07 年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核定名單及經費一覽表… 219

表 5-47 教學卓越計畫經營績效與經費額度之相關性—2006 年…… 220

表 5-48 教學卓越計畫經營績效與經費額度之相關性—2006 年…… 220

表 5-49 我國大學績效指標與操作型定義…………………………… 222

   



 xiii

圖   次 

圖 1-1 論文架構圖…………………………………………………… 7 

圖 2-1 高等教育系統之經費來源…………………………………… 35 

圖 2-2 政府大學經費補助類型……………………………………… 38 

圖 3-1 2004 年美國南卡羅來納州績效補助計畫經費分配程序…… 82 

圖 3-2 英格蘭地區 2005-06 年大學機構經費來源………………… 102

圖 3-3 英國 2007 年 HEFCE 補助主要內容………………………… 104

圖 3-4 大學品質保證與政府競爭經費關連性……………………… 152

圖 4-1 研究設計與實施流程圖……………………………………… 154

圖 6-1 我國大學績效指標架構圖…………………………………… 228

 

 



 xiv

 



第一章 緒論 

 
1

第一章  緒論 
本章旨在說明本研究之基本概念，包括：一、研究背景與動機；二、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三、研究方法與論文架構，以及四、研究範圍與重

要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研究背景 

半世紀以來，高等教育擴張已成為世界主要國家之共同趨勢，許多先

進國家之高等教育發展階段，早由 M. Trow（1973）之「菁英型」階段，

邁入「大眾型」，甚至「普及型」階段。然因高等教育為高成本的教育，

其規模之擴大不但讓資源分配成為朝野各界關注之焦點所在，更讓大學品

質由隱性之大學內部問題逐漸演變成顯性之公共政策議題，尤其當各國政

府囿於財政壓力，致大學預算並未伴隨著數量的擴充而呈等比例成長時，

大學品質是否會因為資源稀釋而降低之問題開始受到關注。此時政府作為

高等教育的監督者，自然需要審慎規劃與大學財政（或經費分配）以及大

學績效（或品質保證）有關之政策。基此，為強化大學校院之國際競爭力，

各國政府除了透過大學品質保證機制之建構來維持與提升大學品質外，亦

進一步思考以品質評估結果作為競爭經費分配基礎之可行性，並亟欲藉由

二種政策工具之連結發揮更大之加乘效果。 

就美英兩先進國家之情形觀之，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分配，早被

視為是政府重要的政策工具，將二者加以連結之作法亦行之有年。例如美

國各大學認可結果，已作為各大學能獲得聯邦與州政府補助之基本門檻

（Eaton, 2006: 5），其受到各州政府普遍採用之績效本位經費分配模式，亦

根據學校在州政府預先設定指標之績效表現來決定（Burke & Minassians, 

2001: 1-2）。另英國各大學所能獲得之研究經費多寡，與其研究評鑑結果之

等級有很大關係，亦即採取擇優補助之方式來分配研究經費，以 2007 年

英格蘭大學撥款委員會對大學之經費補助為例，其研究經費中有 64%係根

據受評大學之研究品質良窳來決定（HEFCE, 200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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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發展一向與世界同步，故國內大學數量在 1980 年代晚期亦開始

出現快速成長趨勢，並展現在兩方面。其一，高等教育淨在學率在 1988

年首度超過 15%（教育部統計處，2008），亦即邁入Trow（1973）所謂之

「大眾化」高等教育階段，代表在台灣接受高等教育不再是少數菁英獨享

權利。其二，1990 年代以後，政府對大學設校採取開放政策，遂讓大學校

院數目呈現顯著成長。T然而T隨著大學校院的迅速擴充與大學錄取率的大幅

上升，讓有限資源出現稀釋情形T，再加上近年來國內少子化趨勢之影響層

面已逐漸擴及大學教育階段，T更導致各大學間對於財源與生源的競爭日趨

白熱化。更有甚者，T在供過於求的情況下，國內許多經營不善的大學將可

能提早出現退場問題（中央社，2008）。 

有鑑於此T，T為因應整體環境變遷所帶來的挑戰，近年來我國政府對於

品質保證與經費分配兩項政策工具亦賦與同樣關注，並將二者之結合視為

是拯救大學品質滑落與彌平政府財政缺口之重要方法。此外，受到歐美國

家影響，國內各界也開始要求大學需負起應有的績效責任，且對教育主管

機關而言，大學評鑑無疑是一種重要且被認為是較有效之績效證明工具，

尤其當社會大眾愈關心教育品質與績效責任時，政府愈熱衷於透過評鑑活

動來證明其政策成效或檢視辦學績效，並藉由公布評鑑報告、區分等級、

擇優獎助等競爭機制作為對大學執行獎懲之工具。如此一來，不但讓大學

評鑑的重要性隨之提升，也促使評鑑指標與評鑑方式成為足以主導大學教

育內容與發展方向之關鍵要素。 

由上可知，隨著全球高度競爭時代的來臨，為提升本國競爭力、培育

高素質人才，各國政府莫不以強化大學品質、追求學術卓越與提升運作績

效作為其高等教育系統發展重點項目。再加上大學為高成本教育，其經費

預算占國家整體教育預算之比例不容小覷，故政府與民間自然希望能深入

瞭解各大學公共經費之運用成效，藉此要求大學負起應有之績效責任。凡

此種種，皆讓大學品質保證與政府經費分配機制在近年來成為各國矚目之

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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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動機 

基於前述背景，本研究之動機如下所述： 

首先，就大學教育發展現況觀之，近年來歐美先進國家皆致力於建構

一套大學品質保證系統，藉此評估大學教育品質與運作績效。此外，目前

我國大學評鑑制度兼採美英二國優勢，除學習英國經驗設立一個半官方專

責的評鑑機構外，另參考美國大學認可制精神進行大學系所評鑑。基此，

本研究在歐美先進國家中亦擇取美英兩國相關經驗與作法加以分析，如此

一來，也有助於與國內現行大學評鑑系統之運作情形相互對照，此即為研

究動機之一。 

其次，由於國內大學相關政策缺乏長期且通盤的規劃，讓各大學為爭

取研究經費而競相以成為「研究為主的綜合型大學」為發展目標，如此不

但導致各校缺乏自我特色與競爭優勢，更造成資源配置之重覆與浪費（楊

朝祥，2001）。為解決國內大學此等特色不明與區隔不清之問題，實有必

要參酌先進國家經驗並考量我國國情後，發展一套適用於我國大學之績效

指標，並定期公布大學在指標上的表現情形。一方面能讓各校能更加瞭解

其優勢與劣勢，進而掌握自我定位與發展方向，另方面亦可讓政府與社會

大眾透過公開資訊更加瞭解大學運作成效，達成對大學績效責任之要求。

准此，探討美英等先進國家大學績效指標之建構情形，以作為建構我國大

學績效指標之參考，此即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第三，就教育資源之配置效率而言，為提升有限資源的運用效率，教

育部開始引進競爭性獎勵機制，讓大學透過競爭來爭取更多經費。惟目前

教育部分配給大學的競爭經費雖採取特別預算方式編列，避免排擠大學基

本運作需求；但由於部分計畫審查過程不夠公開透明，且對大學獎勵經費

仍未建立一個合理且有效的分配基礎，故亦引起未獲獎助學校對分配過程

與結果之質疑（林郡妙，2006）。基於此，探討美英先進國家政府競爭經

費之分配方式，以作為提昇我國教育資源分配效率及合理性之參考，此即

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第四，就全球趨勢之比較觀點而言，受到高等教育市場化影響，歐美

先進國家政府為了回應社會大眾對於大學品質保證與績效責任之要求，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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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來其大學獎補助政策，開始出現一種以大學品質評估結果作為經費分配

基礎的趨勢（Bougue & Hall, 2003: 197）。另就我國觀之，根據我國 2007

年 1 月 3 日修正後之《大學法》，其中第 5 條亦規定「大學應定期進行評

鑑，並將評鑑結果作為政府經費補助之參考。」由此可知，未來我國大學

評鑑結果與政府競爭經費產生連結已成為必然趨勢。惟國內學者對大學品

質保證制度之研究內容，仍偏向於各國高等教育制度、評鑑專責單位、評

鑑程序之介紹與比較，有關評估結果之運用，特別是品質評估結果與政府

經費分配關連性之研究仍然付之闕如。基於此，本研究亟欲藉由對美英等

國大學評鑑結果與政府競爭經費連結之情況進行研究，藉此做為我國大學

品質評估結果相關政策之參考，此即為本研究動機之四。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壹、研究目的 

根據前述動機，本研究具體目的如下： 

一、 瞭解美英及我國大學品質保證機制之發展情形； 

二、 分析美英及我國政府經費分配機制之運作現況； 

三、 探討美英及我國大學品質保證與政府競爭經費之關連性； 

四、 根據文獻探討與實證分析之結果提出結論與建議，以作為我國教育主

管機關規劃相關政策之參考。 

 

貳、待答問題 

一、美英及我國大學品質保證機制之推動情形為何？ 

二、美英及我國政府競爭經費機制之運作現況為何？ 

三、美國大學品質保證與政府競爭經費之關連性為何？ 

四、英國大學品質保證與政府競爭經費之關連性為何？ 

五、我國大學品質保證與政府競爭經費之關連性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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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論文架構 

壹、研究方法 

根據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方法，包括文件分析

法、比較研究法與德懷術調查法三種。 

 
一、文件分析法 

本研究採用文件分析法來蒐集、整理、分析與歸納本研究主題相關

之文件資料，其範圍除了國內外專書、期刊論文與研究報告等文獻資料

外，亦包括至各國教育機關網站、教育統計機構網站，與學校網站中下

載政府出版品、施政報告、會議資料、相關報告書與量化數據進行分析。

此外，並依我國教育部相關處室要求以信函往來方式，獲取各大公私立

大學財務收支數據報表資料，經過適當整理後作為後續實證分析基礎。 

 
二、比較研究法 

本研究亦採取比較研究法，除透過對美國、英國與我國大學評鑑作業

實施情形，與政府大學經費政策之興革趨勢進行探討外，並比較三國大學

品質保證與政府競爭經費之間的關連性，藉此作為我國教育主管機關規劃

相關政策之參考。 

 
三、德懷術調查法 

為避免過去大學績效指標建構之相關研究中，研究者多以文獻探討

結果來主觀選取各項投入與產出指標之缺失，本研究將透過「德懷術」

調查法，在彙集專家意見後發展出適用於我國大學之績效指標。 

本研究主題為「我國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關連性之研究」，由於

需要學有專精或具有實務經驗者，方能針對本主題提供攸關資訊，且基

於研究者時間與人力考量，本研究擬採「修正型德懷術」為研究方法，

邀請對研究主題有深入瞭解或研究興趣之專家學者組成調查小組，藉由

專家諮詢委員意見之彙集整理來建構適用於我國之大學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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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論文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品質保證與政府競爭經費之間的關連性，藉此作

為我國教育行政主管機關制訂大學獎補助政策之參考。本論文之架構如圖

1-1 所示。由圖 1-1 可知，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分文獻探討與實證分析兩

部分。 

首先就文獻探討而言，又可分為理論基礎與實務探討兩部分。在理論

基礎方面，除透過對大學品質保證之分析，以釐清大學績效責任之品質

觀、大學品質保證之主要內涵與大學績效評估標準外，並針對政府競爭經

費之意涵進行探討，藉此瞭解政府經費分配之主要類型、競爭經費之理論

基礎，以及政府競爭經費之分配方式。在實務探討方面，為瞭解先進國家

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分配機制之發展與運作現況，故先就美國與英國

之相關情形進行論述，另亦針對我國教育主管機關目前積極推動之大學品

質保證機制與大學競爭經費分配模式進行探討，最後將美英台三國大學品

質保證與競爭經費分配機制之運作做一綜合討論。 

其次就實證分析而言，共可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我國大學績效指

標之建構，係根據文獻探討結果，初擬「我國大學績效指標項目調查問卷」

作為德懷術實施之調查工具。並邀集相關領域專家學者組成德懷術專家諮

詢委員，根據專家意見重複修訂指標直到專家小組成員達成一定程度之共

識為止。第二階段為我國大學經營績效之分析，係以前述所建構之指標系

統為基礎，並根據實際可獲得之數據資料擇取適當投入與產出項目後，透

過資料包絡分析法來瞭解我國政府目前所推動之政要獎助計畫中，各申請

或或獎助學校之經營績效。第三階段為大學經營績效與政府競爭經費關連

性之探討，係運用 Spearman 相關係數分析，探討前述各大學經營績效相

對效率值與政府競爭經費之關連性，藉此瞭解我國政府競爭經費之分配是

否與大學經營績效有關。 

最後，根據文獻探討結果與實證分析發現，歸納本研究之結論，並進

一步提供具體建議，以作為大學教育主管機關與未來相關議題研究者之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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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競爭經費之關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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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論

英國大學品質保證與
政府競爭經費之關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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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競爭經費之關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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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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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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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大學績效指標之建構 大學經營績效之評估 效率值與經費之關連

實務探討

初擬指標

 
圖 1-1 論文架構圖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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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重要名詞釋義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為美國、英國和台灣三地之大學校院。此處所稱之

大學，在台灣，係指依《大學法》所設立並授與學士以上學位之大學教育

機構。包括由教育部設立之國立大學、由直轄市政府依序報經教育部核准

設立之市立大學，以及依《私立學校法》之規定所設立之私立大學，不包

括空中大學及軍警校院。此外，本論文中所稱之我國公立大學，如未特別

說明，則泛指國立大學與市立大學二者。 

在英國，除傳統大學外，亦包含根據 1992 年《擴充與高等教育法案》

所改制或設立之新大學校院。此外，由於英國係由英格蘭、威爾斯、蘇格

蘭，以及北愛爾蘭所共同組成之聯合王國，因此其教育制度之發展極為複

雜多樣。而由於英格蘭與威爾斯兩者經常訂定共同適用的教育法規，或者

同時採取相同的教育政策，且學者探討英國大學時多以英格蘭與威爾斯之

情況為代表，故本論文如未特別說明，則所述之英國大學教育亦以英格蘭

與威爾斯為主。 

美國之大學教育機構與我國同樣為公私立並行，且基本上可分為四年

制教育機構與二年制教育機構兩大類。四年制教育機構一般皆提供為期四

年的大學部課程，授予學士學位；二年制教育機構以公立所謂的二年制社

區學院（community college）為代表，可授予畢業生「副學士」（Associate 

degree）學位，以便申請插班轉入四年制大學。為方便比較起見，本論文

之研究討論美國大學教育狀況時，僅限於授予「學士」學位之四年制公私

立大學教育機構。 
 

貳、重要名詞釋義 

一、大學品質保證 

不同國家政府推動大學品質保證機制時，其重點內容與作業程序會隨

其大學教育發展背景與特色而異。本研究所謂之大學品質保證機制與績效

責任有關，係由政府或民間主導之外部管控程序，亦即由外部評鑑者以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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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或質化指標來評估大學機構的成效。因此本文中當論及美國相關制度

時，係以美國大學「認可」（accreditation）制度與量化績效指標為探討範

圍；論及英國時偏向其大學「品質評量」（quality assessment）或「品質保

證」（quality assurance）制度，與英國政府定期公布之績效指標。在台灣，

則以教育部推動之各項大學評鑑作業為主。此外，在討論各國，大學品質

保證制度時，「認可」、「評鑑」、「審核」、「評量」等均是常出現的名詞，

故本研究對前述名詞亦不特別區分，皆是指各國政府為提升或維持大學品

質所進行之外部管控程序。 

 
二、政府競爭經費 

大學教育之經費來源，包括政府公部門編列預算用以興辦教育之公共

支出、民間私部門捐資興學之私人支出，或社會公益團體用以舉辦各項教

育與文化活動之支出等。其中大學來自於政府之經費又可進一步分為補助

及獎助兩種性質。前者是為維持大學運作之基本需求，或為彌補各大學部

分教育成本，而由教育主管機關對各大學所進行的基本補助，對象較具普

遍性，目的在讓各大學機構能維持基本的教育品質。後者則屬於獎勵性

質，獎助之對象與金額多以各大學之績效表現為依據，亦即根據大學之間

競爭性評比結果來擇優獎助，目的在鼓勵各大學為追求卓越而努力。其立

論基礎在於認為大學間原本就處於高度競爭的狀態—為爭取有限經費、優

秀學生、社會認同或學校排名而競爭。因此在資源有限之限制下，各大學

如欲獲得更多資源（包括經費與學生），則需提出正當理由以說服他人。 

本研究所謂之「競爭經費」，雖係指由政府提供之獎勵性質的經費分

配，獎勵之對象與金額取決於大學間之競爭性評比結果。然因目前國內相

關文獻中對於獎助、補助的概念並未確實區分，例如法令中出現獎勵、獎

助、援助與補助等相類似的詞語，且多數研究中有以獎助一詞代替獎補

助，亦有以補助一詞代替獎補助者。故為避免混淆，本研究在分析相關經

費分配機制時，一律以競爭經費之名詞呈現。 

此外，在探討美國大學教育競爭經費機制時，將聚焦於各州以大學績

效本位計畫所分配之經費；在英國部分，將以透過大學研究評鑑作業所分

配之研究經費為主；至於我國，則將分別以私立大學校院整體發展獎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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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審核作業、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與獎勵大學教學卓越

發展計畫及為探討對象。 

 
三、大學績效指標 

本研究所謂之「績效指標」（Performance Indicators, PIs）係屬於教育

指標的一部份，著重在產出層面，讓評鑑者能對受評單位各主要層面之表

現進行價值判斷。而大學績效指標，則指在高等教育系統中，用來判定各

大學校院現有條件、運作過程與教育成果、教育品質良窳之基準。尤其著

重以量化指標來客觀呈現目前各大學校院之表現，以瞭解其資源運用的有

效程度與達成教育目標之程度。本研究所使用之大學績效指標，將以教育

資源、教師素質和行政支援等指標作為高等教育系統之投入項指標；另以

教學成果、學術研究與社會服務作為高等教育系統之產出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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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基礎 
1980 年代以來，由於歐美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趨勢與政府財政緊縮之

影響，讓社會大眾愈來愈重視大學機構運作之績效責任，也促使國家層級

之大學品質保證機制在歐洲逐漸崛起。此外，受到全球經濟不景氣影響，

許多先進國家政府亦面臨預算緊縮的窘境，連帶波及政府對大學教育之經

費挹注。在此情況下，雖然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人數仍不斷成長，然而各

國政府卻已無力再依其成長比例增加經費。有鑑於此，為提升現有資源之

運用效率，歐美國家開始將自由市場之競爭機制引進經費分配過程中，藉

此讓大學必須拿出更具體的成績表現來爭取公共經費。 

爰此，若就各先進國家近年來所採行之大學政策加以檢視，可發現較

受政府青睞且積極落實之政策工具有二，即「品質保證工具」（instruments 

of quality assurance）與「經費分配工具」（instruments of funding allocation）。

所謂政策工具（policy instruments）又稱為治理工具（governing instruments）

或政府工具（tools of government），其中蘊含著政府為達成政策目標而運

用各種不同機制的組合（Peters ,1989: 39）。Becher 與 Kogan（1992:157）

曾指出「經費分配工具」影響大學實際運作過程，而「品質保證工具」則

與大學之基本規範有關，並決定大學系統之運作範疇。由此可知，「品質

保證」與「經費分配」已成為各國大學政策之重要議題，二者相互影響，

進而形塑高等教育體系之主要框架。因此若能有效釐清二者關係並採取最

佳搭配方式，定有助於我國大學競爭力之提升。 

基此，為探討大學品質保證與政府競爭經費之關連性，本研究首先於

第二章分別闡述大學品質保證與政府競爭經費之內涵，藉此瞭解相關發展

背景與理論基礎。其次則於第三章進一步就實務運用層面加以剖析，由於

我國目前大學評鑑制度兼採美英二國優勢，除學習英國經驗設立一個半官

方的評鑑專責機構外，另參考美國大學認可制精神進行大學系所評鑑。此

外，美英兩國在大學經費分配之作法上，常是各國學習與模仿對象，故本

研究在歐美先進國家中亦擇取美英兩國大學品質保證與政府競爭經費機

制之經驗加以分析，如此也有助於和國內現行大學評鑑與經費分配機制之

運作情形相互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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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大學品質保證之意涵 

傳統上，歐洲國家基於學術自由的傳統與對大學自主的尊重，將大學

視為是一個能夠進行自我批判且具有品質的機構，大學亦自認為學術理想

中隱含真理與學習等價值，故品質保證系統為一種蘊含於機構內部的文化

要素，足以保障大學達成品質保證之要求。因此當政府欲由機構外部對大

學品質進行檢視與管控時，常引起學界廣泛的爭議與撻伐。基於此，品質

保證雖然一直是歐洲高等教育發展的核心概念之一，但卻未因而產生管理

或政策層級上的特定機制或工具（王如哲，2005：25）。 

然而 1980 年代以後，為了回應社會大眾對於大學品質的關注，品質

保證運動開始在歐美國家蓬勃發展，各國政府都積極投入相關活動。為進

一步瞭解歐美先進國家大學品質保證運動的發展情形，本節將分別由大學

品質保證與績效責任、大學品質保證之主要內涵，以及大學績效表現之評

估標準來進行說明。 

 

壹、大學品質保證與績效責任 

茲分別就大學品質保證運動之開展與績效責任的品質觀點探討如下。 

 

一、品質保證運動之開展 

1980 年代中期以還，歐美先進國家政府為回應資訊化時代中技術變革

之需求，與全球化趨勢下國際競爭的挑戰，遂於公共行政領域出現典範轉

移的現象，其主要特徵係為以管理取代傳統行政，以市場和契約取代官僚

制度。相較於傳統治理概念，新的典範更強調機構產出與經營者的績效責

任（Atkinson-Grosjean & Grosjean, 2000）。Hughes（1994: 2）指出學者對

前述典範轉移之現象常賦予不同名稱，如管理主義（managerialism）、新公

共管理（net public administration）、市場導向的公共行政（market-based 

public administration），以及企業型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等，

惟其名稱雖異，但核心概念卻相同，皆是強調經濟、效率與效能之三 E 概

念，並以產出來衡量公部門之績效責任。 

前述對公部門經營效率與運作績效之強調，也逐漸擴及政府對大學之

治理理念與態度。Harris（1998: 135-140）即認為近數十年來，西方國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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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治理模式正歷經公共管理典範的轉移。此種新管理典範將市場原則、自

由競爭與企業化視為不證自明之理，並企圖將私部門的管理技術，會計制

度、審計程序、績效責任與評估標準等機制引進高等教育體系中，以降低

公立大學支出並提昇運作效率。此種將企業管理機制運用於大學系統的結

果，產生了以促進大學運作透明化為基礎的組織再造運動與品質保證運動

（Atkinson-Grosjean & Grosjean, 2000）。 

除了內部管理典範的轉移外，高等教育系統所面臨之外部環境也產生

變化。詳言之，在知識經濟時代中，知識已被視為一種非常重要的無形資

產，各先進國家之經濟發展愈來愈依賴各行各業知識創新的能力和知識進

步的程度，故知識可說是國家競爭力之所繫（王如哲，2002）。而大學身

為知識創造、累積與傳遞之最重要場域，其品質之重要性自然不言可喻。

然而為滿足社會大眾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半世紀以來擴充大學數量幾乎

已成為主要國家高等教育發展之共同趨勢，當高等教育由 Trow（1973）所

提出之「菁英型」邁入「大眾型」甚或「普及型」階段時，其品質是否會

因資源稀釋而降低之問題開始受到各界關注。 

此外，由於高等教育為高成本的教育，故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充也造成

各先進國家政府教育支出不斷攀升，使高等教育成為一項耗資巨大的公共

事業。根據教育部統計處（2008）資料顯示，許多先進國家政府教育經費

支出占 GDP 之比例已超過 5％，以 2004 年的統計數字為例，美國為 7.4%，

英國 5.9％，法國 6.1％，德國 5.2%，澳大利亞 5.9%，OECD 各國平均 5.7

％，我國則為 5.95%。其中高等教育經費支出占 GDP 之比例，美國為 2.9%，

英國 1.1％，法國 1.3％，德國 1.1%，澳大利亞 1.6%，OECD 各國平均 1.4

％，我國則為 1.91%。再就高等教育經費支出占政府財政支出之比例觀之，

一般也在 2％以上，如美國 3.5％，英國與法國 2.3％，德國 2.5％，OECD

各國平均 3.1％，我國則為 3.91%。如此龐大的經費投入構成了現代大學與

政府關係的重要基礎，使得政府愈來愈關注高等教育的發展。且因政府各

項財政支出主要來源為課稅收入，自然會引起納稅人對大學品質問題之關

注，並導致政府開始要求大學機構必須就其獲得政府補助之價值提出證

明。爰此，面對愈來愈高的教育支出，納稅人對大學績效責任之要求，也

可說是以「投資報酬」（return on the investment）的觀點來衡量高等教育品

質（Noland, 2006: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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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為因應環境中所蘊含之種種挑戰，各先進國家政府莫不積極謀

求改善大學品質之有效策略，期能藉此強化大學體質並提升國際競爭力。

基此，為維持與提昇大學品質所進行之大學品質保證運動，遂具有政治與

經濟上的雙重意涵（Trinczek & West, 1999: 345）。在先進國家中，除了美

國與英國早已行之有年的大學認可制度及研究評鑑作業外，近年歐盟會員

國亦戮力建構「歐洲高等教育品質保證網絡」（European Network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ENQA），並於 2004 年的會員大會中進一步

將該網絡化為正式協會，亦即更名為「歐洲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協會」（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ENQA）

（ENQA, 2005、2008），藉此推動高等教育整合與提升大學品質，其積極

態度與作法皆值得吾人參考與學習。 

 

二、績效責任的品質觀點 

大學品質保證運動雖已成為國際間高等教育領域的熱門議題，並讓大

學品質成為國內外學者論辯焦點所在；然因品質是一種抽象、複雜且具有

多面向的概念，容易受到個人主觀認知的影響，故不同學者對品質的陳述

往往有所差異，在民主社會中尤其無法對品質提供一個明確且不受爭議的

定義（Green, 1994: 17；Kaiser, Vossensteyn & Koelman, 2001: 43）。如 David 

Garvin（1988）即指出品質是由績效、特色、可靠、一致、耐久與售後服

務等多元概念組合而成（引自 Bogue & Hall, 2003: 7）。Vidovich、Fourie、

VanDer、Alt 與 Holtzhausen（2000: 194-195）在歸納學者之品質定義後，

發現品質具有相對性、詮釋性、彈性與多層次性，在不同時空背景中不斷

呈現創新的面貌。Bogue 與 Hall（2003: 14）則認為因大學品質具有哲理與

技術上的複雜度，故所有大學品質之定義都是暫時性的。 

王保進（2003：38-40）綜合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歸納品質之概念包括：

（一）教育品質即卓越，此種觀點將品質視為「超越高標準」，品質卓越

之評估，則以通過品質臨界值之效標或標竿為基準，並重視對卓越標準的

維持與改善。（二）教育品質即完美，此種觀點強調應在學校環境中建構

「全面品質文化」（total quality culture）。（三）教育品質即目的配適，此種

觀點強調教育之產出或服務，能符合教育使命或目標。（四）教育品質即

轉化，此種觀點強調教育品質之「質性變革」（qualitative change）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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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在教育上即為品質之持續改善或附加價值之提高。（五）教育品質即

績效責任，此種觀點強調透過檢視、測量與改善三大要素，以確保教育的

品質保證，反映在教育上即為經濟、效率與效能等 3E 的強調。 

雖然品質的概念多元且複雜；但近年來隨著政府與社會大眾對於績效

責任（accountability）的強調，遂讓績效責任在多元的大學品質觀中逐漸

佔有一席之地，並在歐美先進國家成為廣受重視的大學品質觀（王保進，

2003：38-39）。所謂績效責任，根據韋氏辭典之解釋，係指「一種可量化

或可說明的品質或狀態」，或是「一種承擔責任或能為個人行為或公共事

務負起責任之意願或義務」，前者與績效表現有關，後者則隱含責任承擔。

Hufner（1991）認為績效責任係指組織為其活動提出辯護，以證明其已運

用最有效的方法達成任務或使命，此一概念通常與效率、效能及績效評估

有關（引自郭昭佑，2007：36-39）。 

至於大學為何具有績效責任，Dressel（1980）指出績效責任是一種大

學負責任的表現，此種表現包括機構應合法且明智地運用公共資源以達成

組織目標，但負責任的表現需要機構累積證據、提出證明，將相關性、效

能及成本納入考量，並且持續不斷地改進（引自蘇錦麗譯，2003：85）。

由上可知，大學績效責任的品質觀主要指涉兩個重點，其一為大學運作成

效的展現；其二為大學社會責任的承擔。亦即要求接受國家經費補助之大

學機構，必須對政府或社會大眾展示其運作成果之負責任行為。此乃由於

大學機構，尤其是公立大學，其經費來源包含政府經費補助，故其運作成

果或品質必須符合納稅人一定程度之期待。前述對大學績效責任的要求通

常源自於外在環境的壓力，尤其當各國政府面臨財政日益短絀之壓力時，

績效責任之品質觀將明顯反映在政府相關政策上。 

將績效責任引進大學品質之相關研究在國內外皆可發現，如 Sachs

（1994）將大學品質之多層次特性簡化為「品質保證」與「品質改進」兩

類型，其中「品質保證」即與績效責任有關，係由政府主導之外部管控程

序，屬於官僚式的行政結構，並由外部評鑑者以量化評鑑指標來評估大學

機構的運作成效。另「品質改進」則為由大學主導之內部管控程序，屬於

分權式的行政結構，採同儕評鑑方式，並運用較多的質化指標來評估大學

成效（引自 Vidovich, Fourie, Westhuizen, & Holtzhausen, 2000: 194）。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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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gue 與 Hall（2003: 3, 13-14）認為大學品質是指組織能依其使命與目標

運作，且前述使命與目標必須符合社會大眾所能接受的績效責任與公正廉

潔標準。兩位學者亦指出過去半世紀以來，美國大學政策的重心即在於「入

學機會」與「績效責任」，且後者常被視為是處理品質問題之基礎。 

另在國內學者之相關研究方面，楊國賜（2003：77）認為當全面品質

管理理念逐漸由企業界延燒到學術界時，大學也開始興起一股強調品質與

績效責任的熱潮。所謂大學品質，是將企業組織所欲達成的目標、過程，

以及預計達成目標的時間等概念應用於高等教育領域中，藉此提供師生與

社會大眾最便捷的資訊與最好的服務。此種大學品質觀念來自於管理學領

域，係由「國際標準組織」（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9000系列的品質管理（Quality Management）及品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

標準指導綱要發展而成。湯堯、成群豪（2004：404）則認為品質與績效

責任似乎具有一體兩面的功能，持續追求好品質，自然達到績效責任。此

外，何卓飛（2008：10）亦曾表示，所謂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即秉持品質保

證之精神，將強調效率與績效的經營管理模式運用於高等教育。 

至於大學需負起責任之對象，通常包括：1.政府、2.社會、3.市場、4.

學生、5.機構、6.自身與同儕。前述個體皆為大學之利害關係人，由此可

知，由於不同利害關係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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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導致其對大學績效責任與品質定義同樣有不同的主

張。此外，大學機構可被賦予合理績效責任之項目則包括：1.使用權

（access）：來自社會各階層的學生均應該有權利接受大學教育。2.成功經

驗（success）：學生應該要可以順利畢業於大學。3.就業情況（job 

placement）：業主會希望畢業生進入就業市場時已經具備基本能力。4.應用

研究（applied research）：大學被視為儲存國家研究能量之處，故政府會預

期大學之研究產出可協助國家經濟發展。5.商業副產品（commercial 

spin-off）：有些應用研究成果會直接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產品。6.明智地運

用資源，以達成組織目標（Woodhouse, 2007: 46）。 

綜上所述，可發現績效責任會成為大學品質主要議題，係因在現代社

會中，大學必須讓不同利害關係人更加瞭解其服務內容、必須為自己存在

的價值與重要性進行辯護，且有責任對社會大眾展示其公共經費運用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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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藉此證明其在政府補助下所提供的教學、研究與服務活動是物超所值

的。也因此績效責任的大學品質觀點一旦被採用時，其強調之重點將置於

對大學績效表現之評估、大學應負責任範疇之認定，及大學對評估後果之

承擔，亦即獎懲辦法之規定。為達成前述目標，定期對大學運作成效進行

評估或評鑑有其必要，進而導致大學品質保證運動的蓬勃發展。 

 

貳、大學品質保證之主要內涵 

茲就大學品質保證機制之三大模式與二大環節分別說明如下。 
 

一、品質保證機制之三大模式 

目前各先進國家之大學品質保證運動在歷經數十年之發展後，已逐漸

建構出一套專屬於大學之品質保證模式。所謂大學品質保證模式，係指由

大學本身或外部機構在大學品質觀念和政策價值基準的指導下，根據一套

品質標準和工作流程，對大學教學、研究或服務等基本功能的內容進行控

制、審核或評鑑，藉此對高等教育利害關係人保證大學品質的一套理論和

實踐體系（王淑娟，2004）。大學品質保證模式之運作旨在提高大學的教

學、研究與服務品質，保障利害關係人的權益，並促使大學為社會和經濟

發展做出貢獻。 

但各國基於歷史背景與社會環境之差異，所發展出來的大學品質保證

機制也呈現不同特色。易言之，大學品質保證機制就如同生物進化過程一

般，在不同的組織文化氛圍中將順應情境衍生出不同的管理方式，並常透

過不同手段來實現相同目的。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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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績效補助、績效預算、績效報告，

與調查及測驗等（Chalmers, Lee & Walker, 2008: 9）。若就政府在前述各類

品質保證機制中所扮演角色或所介入的程度來分類，則可進一步將各國品

質保證機制歸類為政府模式、合作模式與指導模式三種，茲就其內容分述

如下。 

 
（一）政府模式 

所謂政府模式，係指由政府嚴格控制大學品質保證活動之流程，從品

質保證目的的確立、績效指標的選擇、指標權重的分配、相關資訊的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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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評鑑報告的解釋與結果之運用，其中各個環節都可能反映著政府決策者

的意識形態或政策價值取向（Meek, 2002: 69；Orr, 2005: 31-32, 37）。由此

可知，採用政府模式的國家其政府對大學之管理方式多傾向於中央集權型

式，在歐洲一般多以法國為代表，亞洲則以中國大陸為典型。 

政府介入大學品質保證機制有其優點，因為當政府作為一個發起者，

由政府來提供文件以證明及改善高等教育品質時，正可提供相關單位一個

與績效責任有關的對話平台，並進一步讓相關單位對品質與績效的概念產

生共識。然而相對地，由於政府不斷蒐集與大學績效表現有關的資訊，也

令人擔憂政府將藉此主導大學品質的定義、建構國家層級的標竿，或不斷

強化大學機構間的比較（Chalmers, Lee & Walker, 2008: 28）。 

 
（二）合作模式 

在採用合作模式的國家中，政府對大學之管理並未設有專責的官方或

半官方性質之品質保證機構。然而政府雖然不直接參與或干涉大學品質保

證活動之運作，卻不代表政府不關心大學品質；相反地，政府可能透過與

民間品質保證機構的密切合作來發揮影響力，或者運用其他方式來引導大

學發展，例如經費獎補助政策。美國的大學認可制即是一種典型的合作模

式的大學品質保證機制。無論是學生、家長或社會人士都十分仰賴認可制

度，將認可結果作為判斷大學機構品質之參照。美國政府亦十分尊重與支

持大學認可，並已將通過認可者視為具有取得政府補助的資格。 

 
（三）指導模式 

在指導模式中，政府對大學品質保證機制之影響力多介於政府模式和

合作模式之間，政府雖不直接參與品質保證機制之運作，但也不會放棄其

對大學品質保證過程的影響力。為達成前述目的，政府常藉由專責機構的

成立，間接發揮政府對大學的指導作用。指導模式最典型的例子為英國，

英國政府除透過介於政府與大學之間的半官方機構來指導大學發展外，另

成立品質保證之專責單位。由於品質評估結果被用來作為政府補助大學之

依據，讓英國政府得以「一臂之隔」的距離來管控大學品質水準。此外，

由英國近年來品質保證機構的整併與單一化的趨勢可知，英國政府在品質

保證活動中所發揮的間接指導作用正逐漸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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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值得注意的是，20 世紀 80 年代以來，由於市場機制與政府力量的

大學管理體制在不斷激盪與相互擷取對方優點後，已慢慢走向融合之路。

反映在各國大學品質保證機制之模式上，也可看出其內容帶有愈來愈大的

趨同性（王淑娟，2004）。 

 

二、品質保證機制之二大環節 

由各國目前所推動的品質保證運動現況觀之，可發現主要由自我管控

與外部評鑑二個環節所構成，缺一不可。首先，肇因於社會大眾強調績效

責任的壓力，各大學機構為求生存發展，不得不主動或被動地將企業經營

理念和管理模式引進機構之運作過程中，例如將企業所盛行的「全面品質

管理」（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M）理念和模式引進教育領域，此種將

企業管理機制運用在高等教育之結果，產生了以表現透明化與績效責任為

基礎的大學組織再造運動（Atkinson-Grosjean & Grosjean, 2000），並從機

構內部開始積極推動品質保證，此部分屬於機構內部之自我管控機制。 

其次，由於機構內部所進行的自我檢討與改進活動仍無法滿足外界對

於大學績效責任的要求，故另由政府機關或民間機構設立高等教育品質保

證的專責單位，欲透過大學校院外部評鑑作業之執行，將內外部品質保證

機制加以整合，以達到提升大學品質的實質效果。茲就前述大學品質保證

機制之二大環節分別說明如下。 
 

（一）內部自我管控機制之建立 

傳統上，大學學術文化理論係基於「學院模式」（collegial model）而

運作，校內決策過程由學術社群控制，行政人員只能透過影響力（influence）

而非權威（authority）來行動，導致大學機構之經營管理一直受到忽視。

Weick（1976）即認為在學院模式的治理方式中，「分權化」支配了大學校

院的治理過程，導致學校成為一「鬆散聯結系統」（loosely coupled 

systems），在此系統中個體和次級單位擁有大學決策的自主權。Cohen & 

March（1974）另指出學院模式由於組織目標不明確等等因素，造成大學

呈現無政府狀態的特色。總之，學院模式之運作方式讓大學內部決策過程

難以被描述、理解與引導（引自TBurke & Minassians, T200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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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教育經費充裕的時代中，學院的運作模式並未引起過多注意；

然而隨著高等教育擴張與社會大眾績效責任意識的抬頭，大學內部此種隱

晦不明的經費運用過程也逐漸引起外部的質疑聲浪。Lively（1992）明白

指陳當政府經費預算逐年緊縮，與納稅人不斷抱怨教育品質並未隨著教育

成本的增加（尤其是學費）而提升時，績效責任將再度成為高等教育領域

的熱門議題。此時政府會開始透過法律與政策要求大學校院必須對其是否

具有健全完善的內部治理程序，以及運用政府經費補助的效率和品質提出

證明（引自 Burke & Minassians, 2002: 10）。 

爰此，大學校院為求生存發展不得不開始引進私人企業的管理技巧，

並配合會計、審計、內部控制、績效指標等機制，詳細檢視大學運作過程

中各項成本支出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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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350）。易言之，

大學引進企業組織之管理技巧之目的，無非是希望能藉由績效評估、企業

管理、法人化與市場標準等概念來強調大學機構之績效責任並協助其改善

服務品質、減少成本與增加效率（Atkinson-Grosjean, & Grosjean, 2000）。 

總之，將企業經營理念與管理模式引進高等教育系統，以協助大學提

升管理成效的情形在各國有愈來愈普遍之趨勢，不可諱言地，仍有學者對

大學引進企業管理模式後，行政人員權力的擴張將使大學學術自主權受到

侵蝕提出質疑。儘管如此，社會大眾也逐漸體認到，企業組織與教育機構

之目標雖然不同，前者是為了追求組織最大利潤而經營，後者則基於實現

人類更美好生活的理想而運作。但若大學經營者真正對理想有所承諾，就

必須將理想化為可評估達成程度的目標，再將目標化為具體可行的方案，

然後設法以最有效的方式來整合人力、空間及經費，如此方能提升達成理

想境界之可行性。 

 

（二）外部大學評鑑作業之實施 

績效責任的要求大多源自於機構外界的監控力量，當機構內部所進行

的自我檢討與改進活動仍無法滿足外界對於大學績效責任的要求時，來自

社會大眾的輿論壓力，將促使政府機關自行規劃或委由民間機構執行外部

評鑑作業，藉此達到提升大學品質之目標。由此可知，「外部評鑑」之驅

力通常來自於大學外部，並由機構以外的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來執行，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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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透過外部品質保證機制要求大學負起績效責任，此時大學雖被常要求先

進行內部自我評鑑作業，但一般而言多為被動進行，且是根據外部評鑑機

關所訂定的標準來進行內部檢視（蘇錦麗，1997：21-22）。易言之，相較

於由大學基於自主精神所執行之改進導向（improvement-oriented）管控機

制，「外部評鑑」多被認為屬於績效責任導向（accountability-oriented）。

Frederiks, Westerheijden 與 Weusthof（1995）即認為績效責任導向的品質評

估系統，旨在由機構外部之組織針對大學之教學、研究與管理等方面的品

質，加以評估、報告及控制（引自蘇錦麗，1997：13）。 

Popham（1975: 1）認為評鑑是一種價值的決定（determination of 

value）。另 Gronlaund 與 Linn（1990: 6）也指出「評鑑=評量（如測驗等量

化數據）和/或非評量（如觀察報告等質性敘述）＋價值判斷」。由此可知，

評鑑是一種由專業評鑑人員針對受評單位所提供之各種量化基本資料，與

質性文字說明等客觀事實進行主觀價值判斷的過程。其中由各校先行蒐

集、整理與呈現相關量化數據與質性資料係屬於各校自我評鑑作業；再由

政府機關自行或委託專業機構針對學校所提的自評報告進行書面審查，並

配合實地訪視程序來檢視學校辦學成果，此部分即為外部評鑑作業。 

外部評鑑作業的實施在歐美各國有愈來愈普遍的趨勢，目前如英國、

德國、法國、瑞典、芬蘭、丹麥、挪威、荷蘭、日本等國，都紛紛設置高

等教育評鑑之專責機構。各國基於歷史文化傳統與社會發展環境之差異，

外部評鑑方式也不盡相同，例如英國以教學評量和研究評鑑作業為主，美

國則以認可制度與績效計畫為主。另就我國情況觀之，根據 2007 年 1 月 3

日最新修正公布之《大學法》條文，其第五條第一項即明文規定「大學應

定期進行內部自我評鑑，教育部亦應定期對大學辦理外部評鑑。基此，教

育部早於 2005 年編列預算與大學捐資共同設立「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基金會」。此一半官方之專業大學評鑑機構目前所規劃執行之外部評

鑑作業，包括自 2006 年起分階段執行之大學校院系所評鑑作業，與預計

於 2010 年實施之大學校務評鑑作業。 

一般而言，理想的評鑑制度應同時包括大學內部評鑑及外部評鑑兩種

形式（蘇錦麗，1997：22），前者可讓大學在自我反省與批判的精神下，

建立自發性的考核機制，期能透過系統診斷來發現組織經營上的缺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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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自我檢討與持續改進之目的。但若當大學內部評鑑流於形式而無法真

正發揮自我管控品質的功能時，也必須透過政府或政府委託的專責單位來

進行外部評鑑，藉此保證大學教育品質。 

至於外部評鑑結果的運用，Geuna 與 Martin（2001）指出各國大學評

鑑制度，因評鑑目的不同其評鑑結果之運用也有差異，惟其共同之處，即

為將評鑑結果作為政府評估大學績效之判準；同時，大學亦能透過優勢與

劣勢之自我評估，有效規劃學校未來發展特色與方向（引自 Cave, Hanney & 

Kogan, 1997: 2）。此外，當政府強調績效責任的品質觀點時，則大學評鑑

作業的重心就會傾向於成果導向，反映在評估結果的處理上，也常會與政

府經費補助有所關連。根據 Reichert 與 Tauch（2003）所提出之波隆納

（Bologna）追蹤報告指出，近年歐洲品質保證機制最大的特色，為各會員

國皆已建立具有外部同儕訪視評鑑之品質保證機制。且品質保證機制有與

結果本位經費補助機制相結合的趨勢（引自王保進，2006a：12-13）。 

 

參、大學績效表現之評估標準 

若要大學負起應有的績效責任，即須設計一套有效的績效評估機制。

就績效評估之目的而言，與營利組織透過利潤多寡來衡量組織表現之方式

不同，大學應以提升服務品質、滿足利害關係人需求為目標。就目前歐美

國家監督和評估大學績效之方式觀之，通常是由官方或民間所組成的專責

單位來負責規劃與實施相關作業，該專責單位對大學績效表現之定義也常

展現在其評估標準之設定上，遂讓績效指標成為大學品質保證運動之菁華

所在。除了量化績效指標外，亦同時採取同儕評鑑方式，透過專家學者的

專業判斷來決定機構的表現水準。若受評單位未能達成各項評估標準預先

設定之目標時，其結果包括未能取得合格證明、未能獲得額外的經費補

助、聲譽排名降低、招生員額減少，甚至面臨被裁撤的危機等。 

目前主要國家採行之大學品質保證機制包括品質審核、認可、績效補

助與績效預算、績效報告、調查與測驗等。均採用各式各樣的績效指標作

為評估標準，有些是具體可衡量的量化指標，有些則是需要專家判斷的質

性敘述，在資料收集上也有所重疊。惟無論是量化指標或質性指標，其詮

釋都會受到不同社會文化脈絡之影響（Chalmers, Lee & Walker, 200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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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績效指標對品質評估之重要性，以下分別針對大學績效指標之

發展背景、基本意涵、引進目的、主要類型與應用限制等方面進行探討。 

 

一、大學績效指標之發展背景 

績效指標在 1980 年代即開始被某些國家引進高等教育領域，作為一

種大學品質保證的工具，但在美國則於 1990 年代全面實施（Bogue & Hall, 

2003: 195）。易言之，績效指標之緣起係伴隨著各界對高等教育品質之要

求而來。Welch（1997: 1-11）曾指出 1980 年代以後，一方面因經濟指標與

社會指標之蓬勃發展，另方面則是由於社會大眾對高等教育品質的重視，

期待能透過教育指標來明確呈現高等教育機構的運作成效並促使其負起

應有的績效責任。再加上新世紀高等教育系統中，「以更少的資源做更多

的事」已成為強調效率與生產力的箴言，故亟需藉由指標來對教育品質、

課程規劃與運作績效進行衡量。此外，由於以績效指標作為評估大學績效

基準，能讓政府機關與社會大眾更瞭解大學整體表現與品質改善的情形，

故評鑑活動的推展亦帶動了對績效指標的需求。Kells（1993）也認為績效

指標已被納入大學品質保證和管控之管理過程中，被視為品質保證制度中

「自我規範」（self-regulation）的要素之一（引自 Cave et al., 1997: 2）。 

基於此，如何建構一套有系統的大學績效指標以有效評估高等教育機

構之績效表現，並進一步作為大學品質改進之參考，已成為各國政府機

關、學術研究機構與社會大眾共同關注之議題。然而，績效指標的訂定實

非易事，Borden與Bottrill（1994: 18-19）即認為，由於績效指標之訂定需

要先擬定具體明確的組織發展目標，惟對於大學校院而言，此項特性雖承

諾大學發展之未來願景，卻也同時帶來恐怖惡夢。因為就非以營利為目的

之高等教育機構而言，其目的與目標不但廣泛亦難以定義。有鑑於此，隸

屬OECD之 H高等教育機構管理H機構（IMHE）早在 1970 年代即致力於發展

高等教育績效指標，並在檢測歐洲近年績效指標之發展情形後，於 1993

年公布報告書，明確指陳績效指標對現代大學經營管理而言已是不可或缺

的一部份，不但可讓政府藉由此監控大學計畫之進行，大學機構亦可透過

績效指標往事先被告知的目標邁進（Cave et al., 1997: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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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績效指標在高等教育的運用，目前歐美主要國家已累積相當豐富

的經驗。首先就國際層級而言，OECD 已經發展出一套涵蓋各級教育相當

完整的教育指標，並每年出版《教育概覽》（Education at a Glance）呈現各

會員國教育指標表現，以作為各國相互參照、改進教育品質之參考。 

其次就國家層級觀之，Woodhouse（1999: 33）指出由於績效指標可呈

現大學運作結果，尤其當外部機構欲對大學進行品質檢視時，指標更可提

供所需資訊，因此無論政府或社會大眾均期待大學能建構廣泛的指標系

統。在此脈絡下，近年來如美英等先進國家之政府皆已陸續編纂並出版與

績效指標有關的刊物，藉此提供決策者瞭解大學運作現況及擘劃未來發展

方向之參考。此外，在芬蘭、挪威、英國等地，大學績效指標也常被用來

作為提昇高等教育機構行政效率之用，最常使用的指標即為「每生單位成

本」。透過不同學門或單位間學生單位成本資料的比較，可協助相較之下

效率較差的單位儘速尋求改進之道（Atkinson-Grosjean & Grosjean, 2000；

Trinczek & West, 1999: 347-350）。 

 
二、大學績效指標之基本意涵 

Cave, et al.（1997: 22）曾指出在高等教育領域中績效指標雖日受關

注，惟其定義卻仍缺乏單一且具權威性的詮釋。本研究在整理國內外相關

文獻的過程中亦發現，國內外學者在探討教育指標時，常將「教育指標」、

「績效指標」、「表現指標」與「品質指標」等名詞相互混用。 

前述績效指標與表現指標僅是翻譯上的偏好，惟仍有學者試圖將教育

指標、績效指標與品質指標三者進行區辨，例如Cueini（1986）認為績效

指標與一般指標不同之處，在於績效指標具有相對而非絕對的參照點（引

自Borden & Banta, 1994: 11-12）；Cuttance（1994: 99-100）則指出相較於品

質指標，績效指標較側重於產出層面；Scheerens（1991: 373-375）主張績

效指標著重於個人與系統的表現，特別強調指標之評鑑性質，亦即績效指

標多用於個體或組織與某個標準相較後的表現情形。此外，以歐美國家為

例，在實務上亦多將「績效指標」應用於高等教育領域，如HEFCE於2003

年所公布之「高等教育績效指標」（Performance indicator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K）（HEFCE, 2003a）；而將「品質指標」應用於中小學教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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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2006年所出版之「為英國學校所規劃之品質指標」（Design Quality 

Indicators for Schools in the United Kingdom）（OECD, 2006）。 

由上可知，不同學者所持之立場略有差異，而本研究在探討相關概念

時，則兼採Scheerens與Cuttnace之看法，亦即並不特別區分「教育指標」、

「績效指標」與「品質指標」三者之意涵，但仍將「績效指標」視為是相

對於「品質指標」而言，較側重於產出層面與量化層次之指標。至於在指

標的內涵方面，Oakes（1986: 1-2）認為教育指標係指一組為了讓教育決策

者、教育人員與社會大眾更加瞭解教育系統之運作情形而選取的統計量。

隸屬於H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高等教育機構管理 H（Institutional Manag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MHE-OECD）曾於1986年時描述教育指標為「一組透過不

同方式所得到的數值，可用來衡量某系統數量或品質之表現」。例如，高

等教育機構產出（獲得之利益）與投入（消耗之資源）之比例即為一種績

效指標（引自Cave et al., 1997: 22, 43）。 

Cave et al.,（1991: 24）主張指標為一種用來衡量高等教育教學與研究

品質之權威工具，通常以量化方式呈現。其衡量方法包括公式運用、價值

判斷與同儕評鑑或聲望排名等非正式、主觀的程序。Scheerens（1991: 373）

說明績效指標為一種用來指涉有關教育系統表現情形的統計量，其主要功

能在於反映教育系統的品質與產出、對教育制度各主要層面之表現進行價

值判斷，並記錄教育系統各種重要層面的改變，藉此評估系統在達成教育

目標方面的效率與效能。Ashworth與Harver（1994: 6-7）指出績效指標係

指用來呈現學校或方案成果所採用的統計方法和其他量化資訊。績效指標

必須先設定學校或計畫所欲達成之使命及目標，並在學校運作或計畫實施

一段時間後，依據先前所設定的使命及目標來評估達成程度。此外，社會

大眾亦可透過決策者所選擇之指標，來瞭解決策者對於高等教育發展所持

之期望或態度。 

美國高等教育認可委員會（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 

CHEA）宣稱績效指標常以量化數字來呈現，一方面可讓大學校院透過指

標展現其組織、計畫或程序之狀態或成果，另方面亦可作為外部機構評估

教育組織績效責任之衡量工具，故有時也被稱為「管理指標」（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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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ors）。績效指標之內容通常包括學生的入學及畢業資料、研究記錄、

畢業生就業情形、每生單位成本、生師比、教師教學負擔、班級規模、圖

儀設備經費、科技資訊與其他學習資源等（CHEA, 2001）。UNESCO則將

績效指標定義為「用來衡量高等教育機構或教育計畫在某些構面表現之一

系列統計參數」，這些參數可透過質性評估或量化測量獲得，目的在於讓

高教機構為其表現設定標竿，或是作為機構間之比較基準（Vlãsceanu, 

Grünberg & Pârlea, 2004: 39）。 

綜合以上學者對績效指標之定義，可知績效指標係為一種統計指標，

雖然可兼採質性資料或量化數字來呈現，但仍以量化形式居多。績效指標

在高等教育系統之運用旨在高等教育機構或部門之績效表現，不僅能讓組

織據此進行自我評估、自我檢討與自我改進，更可進一步與其他同性質機

構進行比較，或作為政府規劃高等教育相關政策優先順序之參考。 

 

三、大學績效指標之引進目的 

將績效指標引進高等教育系統之目的，不同學者見解略有差異。Kells

（1993: 3）指出對績效指標最有興趣者，通常為對高等教育負有監督責任

的政府機關及其代理機構。Sizer, Spee & Bormans（1992）認為績效指標具

有監控計畫執行過程、評估目標達成程度、促進理論與實際之對話、提昇

決策過程的合理性，及作為資源分配基礎等五大用途。其中「對話」係指

績效指標可以作為高等教育不同利害關係人之間對話與溝通的工具；而

「合理性」則指在一個連貫的政策過程中，績效指標扮演著核心的規劃角

色（引自Layzell, 1999: 234-235；Bogue & Hall, 2003: 188-189）。Trinczek & 

West（1999: 345-348）亦認為績效指標可作為提供資訊、品質保證、降低

成本、分配資源，與大學行銷之用。Smith（1993, 1995）回顧英國近年來

公部門的改革經驗後發現，引進績效指標具有幾個潛在利益，其一為釐清

組織目標，其二為增加對生產過程的瞭解，並可藉由比較不同機構之表現

來激發彼此的良性競爭（引自Pugh, Coates, & Adnett, 2005: 22）。 

此外，Ewell（1999: 193-195）提出教育領域引進績效指標之目的為績

效責任、決策依據、促進改善與提供資訊。Pugh, et al.（2005: 21-22）將前

述Ewell的觀點置於高等教育的脈絡中，並歸納出高等教育系統引進績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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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四個基本理由，包括：1.績效指標可提供潛在學生更多與學校運作績

效有關的資訊；2.公佈機構在指標上的績效表現可讓表現較佳的機構藉此

吸引更多優秀學生或獲得更多經費補助；3.決策者及社會大眾希望能透過

指標來要求大學校院對其表現負起應有的績效責任；4.指標能夠協助決策

者分配經費預算並設定政策優先順序。Bogue & Hall（2003: 187）指出組

織引進績效指標的目的包括：作為品質良窳的證據、提供組織決策的導

引、作為績效責任的工具，及達成組織目標的訊號等。UNESCO（2001）

則曾於《高等教育績效責任與國際合作之再造》（Account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Renewal of Higher Education）一文中，針對

高等教育系統中不同利害關係人對績效指標之興趣臚列如表2-1所示。 

 
表2-1高等教育系統中不同參與者對績效指標之興趣 

利害關係人 對績效指標之興趣 

政    府 測驗、編列預算、治理、高等教育決策與規劃、資源

分配、經費補助、投資報酬率、人力資源規劃 
研究委員會 研究經費的選擇性分配 
產業與科技 研究補助、產學合作、畢業生就業情形 
社會大眾 績效責任、入學機會 
學    生 選擇機構、入學與教育類型的彈性（全時與部分時間） 

大學機構 
內部經營管理、與其他機構進行比較、行銷、塑造願

景、評估個人或系所的教學與研究成效、瞭解學生註

冊與修業完成情形 

資料來源：整理自UNESCO（2001: 10）。 

綜上所述，可將績效指標引進大學系統之目的與功能歸納如下： 
 

（一）提供利害關係人與學校有關的資訊 

大學的利害關係人包括政府、研究委員會、私人企業等教育經費的提

供者、做為納稅義務人的社會大眾與享用教育機構所提供服務的學生。因

此藉由公布大學在各項指標上的表現情形，可讓政府與納稅人透過績效指

標瞭解高等教育機構是否負起應有的績效責任；亦可讓學生在選擇各項教

育服務時能掌握重要資訊，以進行最適決策（Bogue & Hall, 2003；Layzell, 

1999；Pugh, et al., 2005；Trinczek & West, 1999；UNESCO,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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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昇大學內部經營管理效率 

近年來，提昇大學內部資源運用效率亦成為各國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標

之一，其目的在於欲藉由私人企業的管理技巧，配合會計、審計、內部控

制、績效指標等機制，詳細檢視大學運作過程中各項成本支出情形，企圖

將公立高等教育機構中過去常受詬病的資源浪費、無效率、冗員、不合理

補助等情況發生的可能性降到最低。因此透過不同學門或單位間指標表現

的相互比較，正可提供學校經營者一些重要警訊，即時協助效率較差的單

位尋求改進之道（Bogue & Hall, 2003；Pugh, et al., 2005）。 
 

（三）促進大學良性競爭與品質改進 

在高等教育市場中，各大學間原本就處於相互競爭的狀態—為爭取有

限的經費而競爭、為爭取優秀的學生而競爭，或是為爭取社會認同與學校

排名而競爭。因此在資源有限的客觀條件限制下，各大學如欲爭取更多資

源（包括經費與學生），亦需提出正當理由以說服他人，此時各校在教育

指標上的表現即可作為資源分配之合理基礎（Pugh, et al., 2005；UNESOC, 

2001）。此外，透過機構間的相互比較，一方面可對表現較差的學校造成

壓力，藉此提升其成就水準；另方面可讓高教機構更加瞭解自身的優勢與

劣勢，有助於擬定未來發展計畫（Pugh, et al., 2005）。 
 

（四）作為大學資源分配政策之參考 

績效指標可提供教育決策者設定政策優先順序的參考，尤其是與經費

有關的政策。因為透過大學在績效指標上的表現，可讓經費提供者瞭解其

投資是否符合成本效益原則，俾將有限經費進行合理分配，以提高經費運

用效率。目前西方許多國家之大學獎補助政策，即以大學校院或系所在指

標上的表現來獎勵其傑出的教學與研究成果，藉此改善教育資源的分配效

率。此外，在大學內部亦可發現相同的資源分配邏輯，亦即大學校院經營

者在進行內部資源分配時，也常會將各種資源與各教學或行政單位之績效

表現相聯結（Ewell, 1999；Pugh, et al.,2005；UNESCO, 2001）。 

 

四、大學績效指標之主要類型 

由相關研究成果觀之，不同學者對績效指標之分類亦有諸多變化。茲

舉其要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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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部、外部與運作指標 

1985年英國《傑瑞特報告書》（Jarratt Report）曾將績效指標分為「內

部指標」（internal indicators）、「外部指標」（external indicators）與「運作

指標」（operating indicators）三類。內部指標係指大學達成教育目標的程度，

例如大學畢業生的市場佔有率、機構頒授學位數、學生完成學業比率、教

師教學品質與研究經費的多寡等。外部指標為大學外部績效表現，常反映

於大學畢業生在勞動市場上所獲得的評價，或是大學產出能配合社會需求

的程度，例如雇主對畢業生的滿意度、大學聲望地位、教師生產力（如出

版品、會議論文）等。運作指標則是與機構內部個別部門具有直接的關聯

性，例如每生單位成本、生師比、教學負擔、圖儀設備與班級規模等（Johnes 

& Taylor, 1990: 4-5；Cave et al., 1997: 24）。 
 

（二）效率、效能與經濟指標 

Cullen（1987）建議績效指標的分類應建立在管理的概念上，亦即區

分成「效率指標」（indicators of efficiency）、「效能指標」（indicators of 

effectiveness）與「經濟指標」（indicators of economy）三種。所謂效率指

標係指衡量產出與投入之指標，通常為實際產出與實際投入，如生師比

（student-staff rations, SSRs）與學生單位成本；效能指標能夠顯示教育組

織是否已經達成政策目標，包括來自於研究補助與外部契約之收入及數

量、受補助之學生數、畢業生的第一分工作收入、大學對研究生與專業訓

練之貢獻；經濟指標則指將實際投入與目標投入進行比較，藉此衡量組織

所節省的資源投入（引自Cave et al., 1997: 24-25）。 
  

（三）保健與競爭指標 

馬信行（1997：101）認為高等教育機構之競爭力必須透過指標來呈

現，且從有機論的觀點將高等教育機構比喻為人體，進一步依照指標的目

的將教育指標分為「保健指標」（health maintainness indicators）與「競爭

指標」（competitive indicators）。所謂保健指標類似人體健康檢查之各類檢

查值，皆有上下限規定，一旦超出上下限範圍則可能造成機構運作產生問

題或影響教育品質。以生師比為例，當高等教育機構生師比過高時，可能

造成教師教學負荷過重，學生所能得到的關注及指導時間亦隨之下降，導

致教育品質降低；但生師比太低時，機構相對必須付出較高的人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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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造成學校教育經費上的沈重負擔。故生師比應有適當的上下限規範，只

要在此範圍內都算是合理，不宜作為機構之間比較的標準。至於競爭指標

即為績效指標，可以作為學校之間的比較，例如大學教師在研究上的表

現、期刊論文發表數、專利數等（馬信行，1997：101-102）。 

由上可知，馬信行所謂之「競爭指標」即本研究所稱之「績效指標」，

係用來評估大學校院各項活動之績效表現及競爭力，可供大學間進行比較

及自我反省、改進、定位之參考，亦可進一步作為政府計算大學競爭經費

之依據。 
 

（四）投入、過程與產出指標 

許多歐洲的文獻資料，都採用「投入（input）—過程（process）—產

出（output）」來解釋績效指標的角色與範疇（Borden & Bottrill, 1994：13）。

此外，在美國「投入—過程—產出」亦為績效指標常見的類型。前述「投

入—過程—產出」方法係將高等教育系統視為一個將投入轉換為產出的過

程。在許多商業活動中，「投入—產出」流程常被以貨幣單位來衡量，然

而高等教育為一種特殊的產業，其成果極難以貨幣或物質單位來衡量，此

時績效指標即可作為一種衡量高等教育產出或投入的代替品（Cave et al., 

1997: 25-27）。Cave, et al.,（1991: 32）指出儘管此種生產模式的途徑受到

將教育產業過於簡化之批評，但對於績效指標的分類的確有其助益。因為

高等教育係將投入轉為具有較高價值產出的過程，其產出有時被視為最終

產品而消費，有時則又可作為另一個經濟過程的投入，而績效指標正可用

來紀錄該投入、過程與產出之相關資訊。 

Radford, Raaheim, de Vries與Williams（1997: 66）等人在研究高等教育

質量時，亦根據投入、過程與產出之類型來訂定高等教育教學與學習之學

術標準。其中投入面所評估的對象包括學生的入學資格與先前經驗、教

師、學習資源與支援服務；過程面所評估的對象包括學生的學習經驗與進

展、課程內容與組織、教學、學習與評量策略；產出面所評估的對象則為

學生在知識、技能與理解等方面的成就。 

Trinczek & West（1999: 353-354）針對歐洲高等教育評鑑過程中所使

用的指標進行分析後，仍是分為投入、過程與產出/成果幾種指標類型，並

列舉最常用的評鑑指標為：1. 投入：學生人數、學術成員人數、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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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2.過程：高等教育參與率；3.產出/成果：學位頒發數、畢業生就業

率、出版品數量。 

除此之外，亦有學者認為績效指標之主要類型可分為「投入—過程—

產出—成果」四種（Burke, 2002a；Cave, et al., 1991），其中產出指的是直

接傳遞給社會的產品，成果則指產品對於社會之影響。Burke（2002a: 36）

曾將不同類型指標之意涵說明如下：1.投入：包含高等教育系統的方案、

活動或服務所收到的人力、財力、物力資源，例如經費、註冊人口，與教

師指標。2.過程：係指被用於傳遞計畫、活動或服務的手段，學生學習、

科技運用與教師訓練的評鑑，即構成對過程的衡量。3.產出：反映實際產

生之產品的「數量」，例如頒發學位數、學生留校或畢業率，與機構接受

贊助的研究經費等。4.成果：涵蓋計畫、活動或服務的品質，或是它們對

學生、國家與社會的益處。例如測驗成績、就業情形、對學生校友與雇主

滿意度調查結果等都是常用的結果衡量。 

Layzell（1998: 105-106；1999: 237-240）認為由於機構產出並非憑空

發生的，而是與投入和過程都有關係。因此一個較為完善的績效指標系統

應詳盡地包含機構的投入、過程，與產出等不同觀點。Trinczek & West（1999: 

353-354）也建議政府應建構一個包括教學、研究、行政，與教育/就業關

係之綜合性指標，因為投入與產出指標的混合使用較能符應高等教育與公

共系統的需求。Vlãsceanu et al.（2004: 39-40）採取同樣的論點，亦宣稱績

效指標只有在同時使用投入、過程及產出指標時才是最有效的，因21世紀

的高等教育機構係從事多樣活動並具有多元目標，故只有運用大範圍的指

標才能涵蓋教育活動的整體範疇。 

惟值得注意者，隨著高等教育時空環境的變遷，各國政府對不同類型

績效指標之重視程度亦有差異。Watts（1992: 87-88）曾就OECD幾個主要

國家高等教育系統進行研究，發現產出導向的指標已成為OECD會員國衡

量高等教育機構表現的主要的工具。例如以畢業生的就業率等產出導向的

績效指標已逐漸取代傳統的學生註冊人數等投入指標。易言之，過去大學

校院或科系中學生註冊人數或教師教學負擔等投入指標雖曾是政府經費

分配時之首要依據；然而隨著公部門改革等政治壓力逐漸降臨，迫使高等

教育機構不得不轉而蒐集其他統計資料以證明其表現之「成功」與「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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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基此，績效指標的焦點遂逐漸由大學校院之投入面轉至過程甚至是

結果面，此種情形在英國等國尤其明顯。 

Trinczek & West（1999: 353-354）的研究也指出近年來歐洲高等教育

評鑑指標所強調的重點有一種由投入、過程移轉至結果的趨勢。Jongbloed 

與Vossensteyn（2001: 129）則直接點出投入與產出指標的混合運用，或是

指標強調重點的轉移其實也是一種政治決策，因為績效指標通常直接與經

費補助機構所重視的目標或達成目標的最佳方式有關，而此政策目標常取

決於決策者的政治議程及優先順序。 

由上可知，在歐美社會，政府為管控大學品質而將企業界所強調的績

效責任觀念引進大學，並引進一系列「績效指標」（performance indicators）

來實施教學評量或評鑑。此舉在學術圈中持反對立場者雖不乏其人；但在

社會責任與財務依賴的羈絆下，大學機構仍無法完全排除政府的影響而自

行其是。此外，在大學的治理方面，目前歐美各國政府愈來愈傾向於將大

學視為是一種類似企業組織的教育產業，或是希望透過立法將大學重新整

頓為類似公司的企業組織，並引進企業標準來評估辦學績效。故在衡量大

學績效的各種方法中，仍以將大學視為一種教育產業之「投入—過程—產

出」績效指標類型成為最常被使用的方法。 

 

五、大學績效指標之應用限制 

一套具有信度及效度的教育指標系統可以發揮描述教育現況、提供利

害關係人對話、評估績效責任、檢視教育發展、擬定教育政策，與提供經

營管理所需資訊等正面功能。但從高等教育績效指標發展的歷史可知，基

於高等教育的多元化與多樣化發展，欲建構一套能完美呈現高等教育系統

運作效能的衡量工具，幾乎可說是一項不可能的任務。儘管如此，英國高

等教育撥款委員會（2001）、美國南卡羅來納高等教育委員會（2001）、澳

洲教育、科學與訓練部（2002）等高等教育之監督機構仍是大聲疾呼應發

展出一套高等教育績效指標，以有效監督高等教育的運作績效（引自

Borden, 2003: 1）。 

然而教育指標的不當使用也會產生某些負面效果，因此在運用時應將

績效指標的限制納入考量。Atkinson-Grosjean & Grosjean（2000）認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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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績效指標爭議不休的主因，在於各國政府企圖將機構在指標上的表

現與經費補助進行聯結。Layzell（1998；1999）根據對美國各州高等教育

系統進行研究後，提出運用績效指標時應注意的幾項警示如下： 

 

（一）資料蒐集受到限制 

資料的可取得性會影響績效指標的發展和執行，美國「州高等教育辦

公室」（State of Higher Education Officer, SHEFO）調查結果即發現美國採

用績效指標的各州中，有 80%反應他們必須蒐集更多新資料以支援績效指

標系統的發展。若使用現有資料庫中的資料，雖可降低前置作業的時間和

成本，但僅由這些資料所產生的績效指標卻非最有用或最適當的（Layzell, 

1998: 105-106；1999: 237-240）。 
 

（二）指標項目不宜過多 

對多數決策者而言，為以更整全視野來衡量機構表現，常同時運用多

種績效指標。惟指標過多卻可能產生以下結果：1.指標愈多，個別指標所

代表的重要性愈低；2.指標愈多，代表機構欲達成之目標愈多，愈有可能

面臨不同目標間衝突的危機（Layzell, 1998: 105-106；1999: 237-240）。

Johnstone（1998: 16）也承認大學系統具有平衡各種績效指標間「多元、

不易衡量與相互矛盾目標」之需求。例如當政府致力於推動提升大學參與

率，可能導致教育機構為獲得更多補助而允許更多學生入學人數；另擴大

參與目標與提升畢業率或畢業生素質之目標亦可能產生衝突。 
 

（三）策略目標缺乏方向 

在發展績效指標之前，決策者必須先釐清兩個問題：「高等教育應達

成的首要目標為何？」及「如何衡量該目標的達成程度？」，而基於文化

背景與政治考量之差異，不同決策者皆有一套蘊含其公平或效率之政策價

值的偏好指標，但該指標卻不一定能適用於廣泛的策略目標。而一旦缺少

策略目標，績效指標就失去方向而陷入無謂的資料蒐集活動（Layzell, 1998: 

105-106；1999: 237-240）。 
 

（四）質量指標不易抉擇 

指標依其性質又可分為質性與量化。前者係由文字或以敘述性方式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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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學校成效；後者則是以量化數據加以表示。一般而言，質化指標因需

依賴決策者之專業判斷主觀認定，故較易產生無法客觀衡量的情形；相對

地，量化指標則有缺乏彈性之問題存在。因此，建構指標時首先必須考量

目標，其次再衡量質量指標之利弊，並在二者之間取得平衡。 

Jongbloed 與 Westerheijden（1994: 37）強調，在西方國家量化指標雖

已被視為是評估機構表現的有效工具，但仍需輔以非量化判斷。易言之，

理論上，高等教育之績效評估應捨棄單一面向的衡量工具，而應以包含質

性與量化之指標來衡量大學表現；惟實務上，為避免引起大學校院對經費

獎補助金額之爭議，許多高等教育撥款組織在分配經費時多採取量化指

標，而減少人為判斷的因素（Jongbloed & Vossensteyn, 2001: 129）。Watts

（1992: 87）亦曾批評採用量化指標可能產生的問題之一，為試圖將不可

計量的事物加以數據化。此外，Harris（1998: 136）也提醒量化指標的愛

好者，儘管量化指標能呈現機構表現的客觀外貌，但許多用來建構績效指

標的資料卻也是從主觀判斷的活動而來，且在運用指標推論事實之詮釋過

程中，亦同樣蘊含人為判斷之主觀成分。因此，過度聚焦於量化指標可能

導致以手段取代目的之後果。 

惟量化指標雖具有上述問題，但不可否認地，相較於質性指標而言，

量化指標的確較為具體且明確，因此至今也仍較受各國教育決策者青睞。

相反地，質性指標雖能提供主管機關對大學機構多元表現之不同觀點，但

卻需要一套更嚴謹的建構過程，故相較之下達成目標的困難度亦較高。基

於此，如何取得兩種類型指標之平衡點，至今仍屬於爭議不休的議題

（Layzell, 1998: 105-106；1999: 23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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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府競爭經費之意涵 

近年來，受到全球高等教育擴張與政府財政短絀之影響，我國高等教

育系統面臨前所未有的財務壓力，此種壓力雖為高等教育帶來革新動力，

但也令教育主管機關深切體認到，高等教育發展絕對需要完善的經費分配

機制來配合，方能達成追求卓越的理想。但由於傳統經費補助採取齊頭式

的資源分配標準，缺乏競爭基礎與評鑑機制，除導致教育資源過度分散、

未能引導大學建立發展特色外，亦無法適應外在環境之變化，故為因應高

度競爭時代的來臨，我國大學經費分配機制之革新已是無可避免的趨勢。 

目前由歐美主要國家政府對大學獎補助現況觀之，皆可發現一種以各

大學績效表現作為決定獎補助金額之傾向，亦讓大學績效評估結果進一步

成為政府獎助政策之精華所在。以下首先闡述政府經費分配之主要類型；

其次針對競爭性或績效導向經費分配之理論基礎進行探討，最後則就大學

競爭經費之分配方式加以說明。 

 

壹、政府經費分配之主要類型 

茲就大學機構經費主要來源與政府經費分配主要類型分述如下。 

一、大學機構經費之主要來源 

UNESCO（2000）曾將高等教育供應者分為公立機構與私立機構，並

依其經費來源分為政府與民間兩部分，如圖 2-1 所示。 

  供   應   者 
  公立大學校院 私立大學校院 

政 
府 

I.依賴政府所提供之

經費來支應經常門

與資本門支出 

II.政府提供私立學

校學生一定金額

的教育補助 經

費

來

源 民 
間 

III. 學生學雜費、產業研究補助與契約、

基金會捐贈、機構營業服務收入等來

自民間私部門之經費補助 

圖 2-1 高等教育系統之經費來源 

資料來源：UNESCO (2000: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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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係以接受政府補助之公私立大學校院為主，若進一

步就政府獎補助款在高等教育經費來源中所占之比重加以分類，由高至低

分為「政府補助單一主導型」、「政府為主民間為輔型」，與「政府民間二

元並重型」三類，分別說明於下。 

 
（一）政府補助單一主導型 

此種政府補助單一主導型的最大特色，為高等教育機構所提供的各項

教學與研究計畫多基於政府指示，且各機構最主要的經費來源亦是由政府

部門提供。在此模式下，高等教育機構的財源係以政府公共經費為主體，

其他型式之財源收入相較之下所占的比重很低。採取政府主導型的國家通

常係認為高等教育屬於社會福利的一環，故政府對高等教育的供應與補助

負有主要責任。 

以英國為例，英國政府過去可說是高等教育經費的主要提供者，但肇

因於國家財政緊縮所導致的高教經費不足窘境，各高教機構不得不調整過

去依賴政府單一財源的財務結構，轉而謀求其他不同管道的經費支援。此

外，在市場化浪潮的衝擊下，英國政府也逐漸改變其所扮演的角色，不但

積極將教育品質轉化為量化與可測量的績效指標，以作為政府教育決策之

參考，更致力於大學評鑑作業的舉辦，並嘗試透過高等教育機構的研究表

現來分配經費。由此可知，英國大學財源結構過去雖可說是屬於政府補助

單一主導型，但近年來卻已產生轉型的趨勢，就如同 Gareth Williams 所言，

目前英國高等教育系統中的學生已經由學徒轉變成消費者，教師則由師傅

變化為知識的銷售人員。政府亦由高等教育的提供者轉變為購買者，並透

過簽訂契約的方式來確保高等教育機構能夠依照政府所期待的優先順序

來運用公共經費（引自 West, 1996: 127）。 

 
（二）政府為主民間為輔型 

就此種類型而言，政府公共經費在高等教育經費來源中雖仍居於主要

地位，但來自於民間的貢獻亦不容忽視。因此對各機構而言，民間經費支

援可說是政府公共經費的補充。 

如前所述，英國高等教育系統囿於政府財政緊縮，導致其政府補助類

型已逐漸由政府補助單一主導型轉變為政府為主民間為輔型。由 2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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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英國大學校院財源結構觀之，政府撥款（包括 HEFCE 與研究委員會）

占高等教育總經費之比重為 56％，學雜費收入占 23%，捐贈與其他收入則

占 21%（HESA, 2002）。 

 
（三）政府民間二元並重型 

在此種模式中，政府經費補助與其他型式的收入比例相當，同為高等

教育機構重要經費來源。然而由於其他形式的經費來源範圍較廣，包括學

雜費、捐贈、利息與投資收入等，因此就對高等教育機構的影響力而言，

政府經費仍具有一定程度的主導力量。以美國為例，美國高等教育一向被

公認為公私立機構蓬勃發展、相互競爭的典範。2000/01 年，美國公立高

教機構來自政府的撥款占 51％，其他則為學雜費等私部門收入。另就私立

學校而言，同年政府撥款則僅占 18％，其主要經費來自於學雜費與機構營

業服務收入（NCES, 2005）。 

由上可知，無論是採取政府補助單一主導型、政府為主民間為輔型，

抑或政府民間二元並重型，皆可發現在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政府仍扮演

著經費主要援助者的積極角色。而政府與大學亦在不斷轉變的高等教育環

境中努力尋找與調整自己的定位，並試圖找出最適當的經費補助模式，從

而達成政府監督與大學自主間動態的均衡關係。 

 
二、政府經費分配之主要類型 

Jongbloed（2004）認為有關政府對於大學機構之經費分配，主要涉及

兩個問題。其一，為政府係就大學機構之何種活動進行補助？亦即公共經

費係以大學之教學、研究或服務活動作為補助基礎（funding base）；其二

則為政府如何分配經費，亦即政府究竟依據大學的投入資源抑或產出表現

來進行經費分配，此問題與大學的市場化程度有關。根據前述兩個問題，

又可將政府經費補助類型分為四個象限，茲就其內容分別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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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政府大學經費補助類型 

資料來源：Jongbloed（2004）。 

 
（一）預算編列 

為典型的預算分配制度，政府根據大學機構呈遞給預算單位的需求

（活動規劃、預算計畫）來分配經費。通常根據前一年的預算項目來分配，

對於與往年不同的項目則會由大學代表與政府單位（如財政部或撥款委員

會）進行協商後決定。過程中會逐項列出政府對大學之經費分配項目，例

如教職員工薪資、學校圖儀設備需求、設備維護成本，以及資本門投資等，

屬於投入導向之分配方式（Jongbloed, 2004）。 

 
（二）績效補助 

為提升大學機構產出，近年來有愈來愈多的國家將「績效本位模式」

引進高等教育系統。績效本位模式雖常採用績效指標來加以落實，但卻不

限定於績效指標運用而已，易言之，績效指標只是績效模式展現的方式之

一。相較於傳統的政府經費分配方式，新興的績效本位分配機制具有下列

幾個特色：一、以機構實際而非承諾的績效表現來酬賞大學；二、使用反

映國家政策目標而非機構需求的績效指標；三、對機構的改善情形進行獎

勵而非僅對其維持現狀加以鼓勵（Jongbloed, 2004）。Salmi 與 Hauptman

（2006: 63-64）認為當傳統的經費補助方式以預算協商與公式計算方式來

分配經費時，績效本位模式則將對大學之獎補助金額與其產出或結果進行

連結，因此與傳統分配方式有所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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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案獎助 

由於大學教育與國家發展的關係太密切，故大學機構常被鼓勵提供能

迎合國家發展需求之教育內容、訓練課程與研究計畫，並須與其他機構競

爭以獲取政府額外的經費獎助。以英國為例，大學機構必須透過競爭來爭

取研究委員會的經費補助；另大學機構與撥款委員會之間亦定有契約，大

學必須保證畢業學生之就業力能夠迎合勞動市場需求；此外，大學研究產

出必須對國家創新能力之提升有所助益。在此情形下，大學機構唯有實現

其承諾，方能獲得政府經費補助（Jongbloed, 2004）。 

 
（四）需求補助 

此種產出導向、市場途徑的補助系統可以用教育券（voucher）為代表，

政府由直接補助大學機構，轉變成大學機構必須經由顧客才能獲得政府經

費補助。詳言之，政府先發給學生教育券，再由學生自行選擇所欲就讀之

機構，並透過教育券換取所需的服務（即教育消費），政府再根據教育券

核撥經費。在此種系統中，學生成為大學之顧客，故大學必須以客為尊、

滿足顧客對於教育品質的要求，並提高課程內容對顧客之吸引力，如此一

來才能獲得更多政府經費補助（Jongbloed, 2004）。 

 

貳、政府競爭經費之理論基礎 

茲分別就大學政策價值基準之權衡、大學資源分配模式之取向，與資

源分配方式對教育品質之影響三構面，剖析近年來績效導向經費分配機制

在歐美國家大學財政政策中逐漸受到青睞之原因。 

 
一、大學教育政策價值基準之權衡 

吾人皆知，任何教育政策不應只被視為是某種崇高理想或教育理念的

自動實踐；抑或政府機關對各界意見的從善如流。事實上，教育政策乃是

不同利益團體和政治菁英權力競爭的產物，其中亦常涉及決策者所抱持的

立場、態度或某種特殊的價值觀。故在推動大學經費分配機制改革的過程

中，決策者所欲達成的教育目標、所持有的政策價值觀點，抑或其對於政

策價值之偏好程度，皆會影響其相關政策之實施。茲就教育政策價值之主

要類型，與決策者對教育政策價值偏好之考量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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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政策價值之類型 

有關政策價值之分類，Wirt 與 Kirst（1997: 70）將品質、效率、公平

與選擇作為探討教育政策的四個價值基準。Salmi 與 Hauptman（2006: 

70-74）則視公平與效率為各國高等教育經費分配機制所欲達成之政策目

標。另就國內教育財政學者的研究觀之，林文達（1986：13）曾以公平、

效率、自由或適應作為教育財政之三項標準；蓋浙生（1999：110-112）臚

列均等、差異、效率、優先及彈性等標準作為教育經費分配之原則；丁志

權（1999：32-35）與陳麗珠（2000：87-89）則認為公平、自由及效率是

政府教育經費分配的主要目標，並以此作為分析高等教育財政政策之理念

基礎。 

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的觀點，可知教育公平與經濟效率為決策者訂定

教育政策時所考量的兩個主要基準，不同決策者有其偏好，並反映在所推

動的教育政策實務上。茲將公平與效率的意涵分別說明如下： 

 
1.實踐教育公平 

就「公平原則」而言，由於教育經費分配政策亦為一種資源配置政策，

自然涉及分配多寡的問題。不同學者對於教育經費分配原則之見解雖然有

異，然而民主社會中仍將「公平原則」視為是各界普遍認同的基本原則。

教育公平之概念於 1970 年代起在歐美國家受到廣泛重視，惟因公平與品

質雷同，本身即為一個抽象概念，不同學者對公平的詮釋不但受到個人主

觀價值影響，亦受到外在客觀環境衝擊，故迄今仍無明確而統一的定義。

若以正向角度而言，公平原則係指讓具備相同動機、欲望、努力或能力的

學生皆能擁有邁向成功的同等機會；若就反向角度論之，則是指學生的成

就高低不應受到學生無法掌控的外在環境，諸如家庭經濟能力、種族、性

別、地理位置等因素影響（Berne & Stiefel, 1999: 13）。 

在教育財政領域中，當學者論及「公平原則」時常將其進一步分為「水

平公平」（horizontal equity）與「垂直公平」（vertical equity）兩個概念。

前者係指具有相同特性者應受到同等的待遇（equal treatment of equals）；

後者則是在「積極性差別待遇」（positive discrimination）原則下，主張對

不同特性者應給予差異待遇（unequal treatment of unequals），旨在提供「文

化弱勢者」更多文化刺激與較充裕的資源補助，藉此照顧弱勢族群（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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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1999：33；林文達，1991：217-221；蓋浙生，1999：126-127）。除了

前述兩種公平概念外，亦有學者主張當社會大眾逐漸意識到接受大學教育

對個人而言不只是消費也是一種投資時，也開始主張受教者理應分擔高等

教育成本，亦即「成本分擔」（cost sharing）、「成本補償原則」（cost reocvery）

或「使用者付費原則」，亦即將受教者之財力因素納入大學資源分配的公

平原則中（呂煒，2004：9）。 

綜上所述，公平原則在大學教育政策上之體現，主要有三種不同層

面。首先，就學生層面而言，學生一旦進入政府許可之公私立大學就學，

政府即應本著公平原則給予所有學生適度經費補助。無論學生就讀之學校

類型、系所型態或所在區域為何，政府都應依照每生教育成本給予最低限

度保障，以確保其基本教育品質。其次，就機構層面而言，公平原則之落

實除應致力於學生公平受教機會之追求外，教育經費是否合理且公平地分

配給不同層級、類型與地區之教育機構，亦為實踐教育公平的重要層面之

一。故政府對大學資源之分配標準或計算方式亦應該建立在公開與公正之

基礎上，讓具有同樣性質或規模之大學能得到合理且公平對待。因為機構

之間若資源分配不均，將會影響學校教育品質，進而導致學生學習成效之

不同表現。最後，就社會層面而言，由於高等教育的大眾化趨勢，讓政府

機關與社會大眾逐漸接受教育成本應由受益者共同分擔之理念，遂開始要

求非義務教育階段之教育支出應由受教學生及其家庭負擔部分成本。 

 
2.促進經濟效率 

蓋浙生（1999：111）指出教育經費之運用若要達到有效率的境界，則

是在不增加教育經費的情況下，能夠培養出更高品質的學生；或僅增加小

額的教育支出，卻能培育出更高素質的學生。Kaiser、Vossensteyn 與 

Koelman（2001: 32）認為在高等教育領域中與效率有關的討論俯拾皆是，

效率原則包括了成本/收益及貨幣/非貨幣的組合因素，是用來衡量資源分

配效果最通用的政策價值之一。總之，效率原則旨在追求較高的教育投入

/產出比例，從經濟學的觀點來看，政府公共經費的補助主要針對市場失靈

（market failure）所從事的補救行為，藉此提供人民較完善的教育服務；

然而政府經費之來源主要係透過租稅收入或其他方式從民間取得，因此運

用這些有限資源時亟需講求效率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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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麗珠（2000：88）則認為，某些學者將效率與低投入混為一談，然

若將教育目標納入考量，則可發現為節省經費而犧牲達成目標之機會，其

實是一種缺乏效率的經濟行為。易言之，效率原則所強調者並非單純的經

費削減，而是一種將「錢花在刀口上」的明智決策。 

綜上所述，效率原則在大學教育政策上之體現，可分成二種不同層

面。首先，就經費的分配層面而言，政府應在經費分配過程中建立競爭機

制，亦即根據大學表現擇優補助，尤其在資源有限的現實環境下，政府無

法再以雨露均霑的方式分配高等教育經費，故須藉由競爭機制之建立來促

使大學拿出具體表現以換取額外資源。其次，就經費運用層面而言，經費

分配應堅守「當用則用、當省則省」之原則，政府一方面應監督學校經費

運用情形，減少無謂的浪費；另方面則需對各校教學與研究品質進行評

估，以避免學校因為投資不足而導致品質下降。 

 
（二）教育政策價值之偏好 

由前述討論可知，「教育公平」與「經濟效率」二者係為決策者制定

教育政策時最常考量的兩個原則，亦構成了高等教育政策的基本架構。理

論上，各國政府在設定大學經費補助模式時，通常都會強調教育公平與經

濟效率兩個基本原則，並盡力尋求二者之間的平衡點；惟實際上，高等教

育系統中不同決策者其政策價值偏好常有所差異，即使同一決策者其政策

目標之優先順序亦可能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改變。更有甚者，公平原則與效

率原則有時會相互衝突而無法全面兼顧，例如當教育決策者著重於效率原

則而主張應降低政府對大學的經費補助、提高私部門對高等教育的參與程

度（如提高學費）時，卻可能因此忽略教育的公平原則或教育機會均等之

問題。當此種公平與效率之矛盾情形無法避免時，政府機關所產出之最終

方案即決定於決策者對政策價值優先順序之權衡。 

在民主社會中，效率原則雖非政府分配大學經費時唯一考量因素，在

某些國家甚至不被列為優先價值。然而在財政短絀的現實環境下，效率原

則的確常凌駕公平目標而受到廣泛重視。以歐美國家為例，各國政府為了

回應社會大眾對公部門運作效率不彰之批評，1980 年後開始積極引進私人

企業的管理概念，包括市場原則、績效責任、全面品質管理、顧客至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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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目前許多歐盟國家積極推動之公部門改革運動，皆是由前述管理概念

導引（Trinczek & West, 1999: 344-345）。在這波改革浪潮中，公立大學校

院亦為政府改革之對象，此時政策重點即展現出政府欲在機構表現與公共

經費間建立更緊密連結的企圖。此時「效率」一方面已成為高等教育改革

所欲達成的目標之一，另方面亦成為政府研議高等教育經費分配議題時之

指導原則（Cave et al., 1997: 2；Kaiser, Vossensteyn & Koelman, 2001: 32）。 

易言之，包括大學在內之公共服務機構，都需在堅持經濟與效率邏輯

的組織再造過程中，對公共資源之緊縮加以回應。政府也引進績效標準，

藉此衡量大學校院的教育品質、課程規劃與運作績效，在此種情況下，以

更少的資源做更多的事、追求效率與提升生產力已經成為大學經營管理的

箴言。近年來，歐美學界更出現一種將效率與品質合而為一的趨勢，尤其

對政府官員而言，愈來愈多人將效率和品質視為是互補的價值觀，認為提

昇機構運作效率將有助於大學品質的改善。此種將品質與效率視為一體之

觀點，反映出各國政府對於改善大學品質和效率的積極企圖（Burke T& 

Minassians,T 2002a: 41-42）。 

在此同時，為提高大學運作績效，各國政府開始積極引進競爭性經費

分配機制，讓表現傑出者能獲得額外的獎補助款，此即為大學「競爭經費」

或「獎勵補助」，也是一種「成果導向補助」或「績效導向補助」。雖然高

等教育系統引進競爭機制之目的隨著各國國情與文化差異而不同，例如促

進大學內外部競爭、提出大學品質證明、提昇國際間大學績效表現之比較

等等；但一般而言，仍以績效責任與品質改善為最主要目的（Brennan, 1999: 

223）。 

總之，各國無論國情或是財政體制之差異，一般而言，在確立高等教

育經費補助之最佳模式時，通常都會強調教育公平與經濟效率兩個基本原

則，並尋求兩者之間的平衡點。就政府角度而言，「公平原則」強調教育

資源的分配標準或計算方式應該盡可能公開且公正，讓各大學校院能得到

公平對待；「效率原則」則在於追求教育投資較高的產出/投入比例，具體

言之，即為競爭經費或擇優補助。 

理論上，政府在獎補助高等教育機構時，應以不損及公平原則為基

礎，先滿足大學運作之基本需求，並在此前提下將額外經費作更有效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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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讓大學能夠藉由對額外經費之競爭，而以朝提昇大學教育品質、達成

卓越發展目標邁進。惟實際上，部分國家政府囿於財政短絀之現實壓力，

在擇定大學經費分配政策所欲達成之政策目標或內蘊之價值基準時，常常

不由自主地往效率原則靠攏。Kaiser, Vossensteyn 與 Koelman（2001: 32）

即指出 1980 年代以後，由於各國高等教育普遍面臨財政短絀與預算刪減

的窘境，遂造成「效率原則」成為討論經費分配議題時的指導方針。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若政府無視於大學校院間體質強弱懸殊之問題，一味欲以

競爭經費為誘因來提升大學績效，結果將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資源

分配不均現象。 

 
二、大學教育資源分配模式之取向 

教育決策者對於公平與效率原則之偏好，有時係取決於政府所採行之

大學資源分配模式。所謂資源分配模式，係指在經濟制度運作過程中將有

限資源在不同對象間進行分配之機制；基本上市場與政府為引導資源分配

的兩大機制，至於使用何種機制較為適當，則取決於交易成本的高低。近

年來，隨著經濟發展與科技進步，使用市場機能的交易成本逐漸降低，也

促使依政府指令來引導資源配置的重要性相對減少。國外許多學者亦曾按

照高等教育活動中「政府規劃」與「市場調節」兩股力量之大小，將大學

資源的分配模式分為「國家導向系統」（State-oriented Systems）與「市場

導向系統」兩類（Market-oriented Systems）（Clark, 1983；Levy, 1986；

McDaniel, 1996；Williams, 1992）。 

所謂國家導向系統，係指大學教育經費來源以政府補助為主體，接受

政府補助之大學其經費收支的審核方式與政府所屬之其他機關相同，亦即

十分重視支出過程的合法性，且政府通常以大學往年編列之預算為基礎，

並參考物價膨脹率等因素後決定分配給各大學之經費。至於機構內部資源

運用的自主程度大小，則取決於政府所訂規則之彈性空間（蓋浙生，2002：

192-193；Liefner, 2003: 470；Williams, 1992: 24-32）。 

至於市場導向系統，則具有下列特徵：1.大學校院經費來源中來自私

部門的補助（如學費、捐款、研究合約等收入）占相當高的比例。2.市場

需求成為大學與教職員活動規劃之主要導引。3.為了競爭市場中的有限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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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大學必須展現其高品質、高績效的教學和研究成果、並不斷進行組織

再造與知識創新（Clark, 1983: 161-169；Dill, 1997: 168-172；Liefner, 2003: 

469-470）。 

過去美國一向被視為是市場導向的代表，歐陸各國則被視為是以國家

導向為主的區域；然而 1980 年代以後，歐洲許多國家之高等教育系統囿

於經費不足的現實壓力，也不得不開始重視教育市場中不同顧客的多元需

求，並逐漸往市場方向靠攏。Orr（2005: 32）認為透過市場機制之引進，

可讓各高等教育機構對其利害關係人之需求更具敏感性。總之，由歐美先

進國家近年來大學發展過程觀之，皆可看到一股程度不一的市場化趨勢，

西方學界也一直試圖研究如何在「教育」與「市場」之間取得平衡，一方

面可保有大學教育的傳統價值，另方面也能藉由市場邏輯來提升大學經營

績效，並促使大學積極回應市場需求。 

市場趨勢在大學資源配置模式之體現，即為將競爭機制引進大學經費

分配過程中。Bauer 與 Henkel（1999: 255）認為績效本位的資源分配方式

係為市場機制之一，當大學在面對政府經費日益短絀的壓力下，常會透過

市場機制之逐步引進，以私人企業的管理法則和強調效率及效能的精神，

來突顯大學的績效責任。Jongbloed 與 Vossensteyn（2001: 127）亦指出市

場導向大學經費分配方式所探討之核心問題為「經費補助是否應以機構表

現為分配基礎」。易言之，以大學機構在特定項目上的績效表現作為政府

經費分配基礎之方式，多是採取市場導向的意識型態。且目前歐美各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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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zell, 1998；

Orr, 2005；Williams, 1997: 276-279）。 

惟弔詭的是，大學資源配置模式往市場方向靠攏並不一定代表政府力

量的削弱，有時候反而是國家干預的增強。Meek 與 Meil（1997）即認為，

沒有一個政府是真心想要塑造一個完全自由的高等教育市場（引自戴曉

霞，2000：162）。Jongbloed（2004）根據其研究結果，除將政府對大學之

經費分配方式分為四種，即「事先規劃補助」、「績效本位補助」、「特定目

的補助」及「顧客導向補助」外，另將政府依照大學表現來決定補助金額

的分配方式歸屬於「集權取向」之範疇中。Orr（2005: 32）更明白指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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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化教育改革浪潮之最終目標並非為了減少政府對大學的干預，而在於重

塑大學與政府間的關係。由此可知，由於高等教育和國家發展的關係太密

切，政府不可能將大學完全置於市場之手，任由市場機能操弄其發展。 

總之，形塑一個完全自由競爭、不受政府管制的教育市場並非高等教

育市場導向的終極目標，決策者無非是希望能透過市場導向中效率原則及

競爭機制的引進，除去公立大學運作過程中無效率及浪費之部分，並迫使

大學走出學術象牙塔，積極回應市場需求。此外，政府亦將對大學的期望

反應於經費分配政策上，藉由績效評估與競爭經費之引進來誘使大學機構

遵從國家政策的發展方向。惟近年來，國家導向與市場導向也已被學者之

研究證明並非為互斥的系統，而僅是程度的分別，大部分國家的大學系統

可說是兼俱國家及市場導向之部分特色而形成介於二者間之「混合模式」

（Clark, 1983: 138-140；Meek, 2002: 69）。且因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等歷

史背景有異，故政府規劃和市場調節兩種力量之緊弛程度也不盡相同。如

此一來，不但促使各國大學資源配置模式產生多元面貌，也形成多樣化的

政府、市場與大學之關係。 

 
三、資源分配方式對教育品質之影響 

雖然充裕經費是支持高品質教育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單由教育

經費之多寡難以論斷教育品質的內涵，然而基於教育經費與教育品質之密

切關連，至今仍有許多國內外學者以政府教育投資來作為評估一國教育品

質之判準。「歐洲大學協會」（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EUA）有鑑

於經費挹注對品質提升之重要性，亦於 2005 年 4 月 15 日《格拉斯哥宣言》

（Glasgow Declaration）中，重申「充裕的經費是高等教育發展的先決條件，

因為高等教育需有充足的經費作奧援，方能推動文化、社會與科技創新。

故歐洲各國若未能即時增加對高等教育教學與研究活動之經費預算，將無

法繼續與他國競爭」（EUA, 2005）。該宣言明白揭示高等教育投資與品質

之間的密切關係，並提醒與會者若期望該國高等教育能達到一定程度的品

質水準，則需投入相對適當的教育資源。 

Liefner（2003: 476-477）曾以「委託人—代理人理論」（principal-agent 

theory）探討當委託人以各種有償方式來雇用代理人，或與代理人建立一

個暫時性的合約時，如何激勵代理人依照委託人設定的目標來執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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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將該理論置於高等教育脈絡中，則可將教育主管機關或納稅人視為委託

人；而代理人則包括接受委託人經費補助或薪資以執行特定任務者，如大

學校院。Liefner（2003: 479）進一步將政府資源分配方式對於大學機構及

其學術成員行為之的影響提出假設，如表 2-2 所示。 
 

表 2-2 資源分配方式對大學教育品質的影響 
方式 內容 對教育活動品質的影響 對教育活動類型的影響

無競爭之 
分配方式 

資源分配係採用

固定預算或不與

表現聯結的穩定

分配 

•教育活動品質決定於行

動者的動機 
•具有低品質與低表現的

可能性 

•教育活動類型決定於代

理人的動機與興趣 
•具有機構與教授間興趣

不合的可能性 
•計畫執行具有高度彈

性，並有高度失敗風險

競爭性 
分配方式 

資源分配係採用

表現本位分配或

其他市場導向的

分配方式 

•教育活動品質決定於資

源分配系統之誘因 
•為了維持高品質的活動

需要額外的經費 

•教育活動類型必須符合

市場需求 
•不會執行具有高度失敗

風險的計畫 

資料來源：Liefner（2003：479）。 

表 2-2 中第二種「競爭分配方式」是目前歐美各國逐漸重視並積極付

諸行動之資源分配方式，其旨在提供具卓越教學與研究成果之學校更多獎

助，藉此激勵大學教師和研究人員為獲取額外經費而有更好的產出。儘管

目前各國績效導向經費收入占總教育經費來源之比例並不高，但其影響與

發展趨勢仍值得重視（Liefner, 2003: 480）。 

由上可知，歐美國家大學經費分配已經從過去穩定且規律的補助轉而

成為競爭性獎助，這種分配方式係建立在最好的計畫或最優秀的人才方能

獲得政府競爭性補助的假設上，亦即競爭性經費的基本原理為一種「品質

至上假設」（quality-only assumption）（Liefner, 2003: 481）。此種假設不僅

指導大學經費分配過程，也出現在某些大學評鑑作業中，例如英國大學研

究評鑑作業，即是認為受評單位所獲得的外部研究補助與研究品質水準有

關，故將其納入研究經費計算公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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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政府競爭經費之分配方式 

如前所述，政府對高等教育系統提供補助之目的，應以促進教育經費

的有效運用（效率原則），以及滿足各大學間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垂直

公平與水平公平）為原則。然而，隨著分配方式不同，在達成上述目標之

效果上也有差異。因此，如何引進適當的經費分配方式，兼顧公平與效率

原則，已成為各國學者探討大學經費分配時核心議題之一。為瞭解歐美國

家如何運用競爭經費來達成提升大學經營成效與辦學品質之目的，茲就歐

美國家政府分配大學競爭經費之方式進行說明。 

Jongbloed（2004）以 OECD 會員國為對象進行研究，結果發現各會員

國在大學經費分配上具有下列幾個共同趨勢。第一，將教學與研究經費分

開計算，並採取「整筆補助」（block grant）方式為之。第二，由過去以協

商為主的項目列舉式（line item）補助方式，朝向更透明、更合理的公式

計算方式。第三，競爭或績效導向經費分配方式逐漸受到各國重視。Orr

（2005: 32）則發現 1990 年代以來，歐洲各國政府對大學經費分配之典範

有逐漸轉移之趨勢。過去歐洲國家大學教育經費分配政策乃是依照「匱乏

原則」（deficiency principle）來進行，亦即政府依照機構所提的預算來提撥

經費；但近年來卻開始採取「績效本位」（performance-based）的補助方式

指導大學發展。此種新興的以表現為基礎的績效本位經費分配方式，已無

可避免地對大學傳統學術文化與治理架構造成很大的衝擊。 

相較於傳統的經費分配方式，績效本位經費分配具有下列幾個特色：

一、以大學實際表現而非承諾表現來進行酬賞；二、使用能反映公共政策

目標而非大學需求的績效指標；三、對大學之改善情形而非現況維持進行

獎勵，且新的獎補助政策亦讓大學系統在面臨挑戰時有更好的準備。易言

之，傳統高等教育系統多採用預算協商或投入基礎之公式計算方式來分配

經費，績效導向模式則將政府經費分配與大學產出或結果加以連結，故與

傳統分配方式有所分別（Salmi & Hauptman, 2006: 63-64）。 

由目前歐美國家政府之大學經費分配方式觀之，在競爭經費之分配上

主要可分為將績效表現因素納入計算公式，以及依績效評估結果決定補助

金額兩種類型，分別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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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將績效表現因素納入計算公式 

所謂公式計算法（formula funding），係指透過一套事先同意的標準，

將政府經費有系統地分配給各單位之經費分配方式（許添明，2003：67）。

公式計算法為 1980 年代由工業化國家發展出來的補助方式，係指政府按

照每生單位成本來補助學校，並就構成每生單位成本的各項因素賦予不同

的權重。公式為一種政策工具，許多國家政府透過公式來展現其大學教育

政策所欲達成之政策目標。由於公式計算法基本上被視為是合理且公平的

經費分配工具，能讓經費分配的過程更為客觀與透明，故目前許多國家已

經採用公式計算來取代預算協商的經費分配方式（Salmi & Hauptman, 2006: 

62）。Mark 與 Caruthers（1999）將公式視為一種連結量化資源與機構特色的

系統；Jones（1984）則認為是州政府與高等教育之間的契約（引自 Deaton, 2004: 

3）。公式計算通常將教學、研究、服務與大學的其他功能含括在一個簡單的方

程式中，且常須在幾個可能相斥的概念（如績效責任、自主權、簡明易懂、預

算需求與國庫實際等）間尋求平衡點（Deaton, 2004: 3-4）。 

傳統的公式補助多強調資源投入層面，較少提及補助經費對教育結果

的影響，此種以教育投入為主而忽略教育產出的特性，在近年來各國政府

愈來愈重視效率與成果的情況下遭受許多批評（Rosalind, Ross, Caldwell & 

Odden, 2000: 510-511）。基於此，許多國家開始針對計算公式進行改良，

在各國政府長期研究與發展下，目前經費計算公式已形成能夠蘊含多元目

標與達成不同結果的複雜機制。 

Salmi 與 Hauptman（2006: 62-63）即指出目前各國經費計算公式中，

已納入具有多元特質之各種變項，包括： 

1.投入（inputs）因素，如各高教機構的教職員人數或薪資。 

2.註冊人數與每生成本（enrolments and costs per student），目前多數國家

的高等教育經費是以學生註冊人數為基礎，再乘上每生單位成本而得。 

3.優先分配（priority-based funding），即針對國家或地區發展之優先事項

進行經費調整，此法也常被稱為「重點補助」（funding for relevance），

因可讓最受重視之項目獲得最多補助，例如政府為弭平城鄉差距而分配

給偏遠地區教育機構較多經費。 

4.績效本位（performance-based），將大學績效評估結果納入經費分配公

式中，例如以大學畢業人數或頒發學位數來取代學生註冊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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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生本位（Student-based allocation），此種方式係以註冊學生的類型為

基礎，例如英國在經費計算公式中即對社經地位較低家庭之子女給予額

外的補助津貼，藉此提升高等教育系統的公平性。 

由上可知，目前公式計算之經費分配方式已發展成為可以是一種基本

需求補助，也可以是績效導向獎助，端視計算公式中是否具備績效因子而

定。當分配公式以「基本需求」作為設計考量時，則公式中的變項必定由

大學運作所需之投入資源所構成。反之，若政府欲針對大學績效表現給予

額外獎助，則會將績效因素納入計算公式中。Kaiser, Vossensteyn與Koelman

（2001: 32）即指出，公式中若採取如學生人數、教師人數、校舍校地面

積等投入導向之變項，則並非基於機構績效表現來分配經費；但若採取如

學校通過考試的學生人數、畢業生人數、畢業學分數、教師研究出版數等

輸出導向之變項來計算獎補助經費時，則被視為具有提升大學經營績效的

誘因。由此可知，公式計算的分配方式，一方面能夠符合公平原則，另方

面也可以透過績效因素的加入，作為政府提升大學績效表現之誘因。 

Jongbloed 與 Vossensteyn（2001: 133-134）針對澳洲、比利時、丹麥、

法國、德國、日本、荷蘭、紐西蘭、瑞典、英國、美國等 11 個國家之大學

經費分配政策進行研究後發現，透過公式來計算經費的方法在國際之間相

當普遍，尤其在教學經費的分配上更是以公式計算為主，至於研究經費則

運用更多元的經費分配方法。 

由表 2-3 所呈現的資料可知，目前在 Jongbloed 與 Vossensteyn 所研究

的 11 國家當中，德國是唯一未使用公式來分配教學與研究經費的國家，然

而該國學者卻認為由其大學分權化與整筆補助的趨勢觀之，未來德國境內

各邦將很有可能受到政府鼓勵而改以公式計算來進行經費分配。與德國的

情形相反，英國則是完全採用公式計算來分配教學與研究經費，並透過大

學研究評鑑作業將研究成果的品質與數量因素納入研究經費之計算公式

中。由下表亦可發現，在教學經費的分配上，除德國之外的其餘 10 國皆

採用公式計算來分配；然而在研究經費的分配上則呈現較不一致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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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各國大學教學與研究經費分配運用公式之情形 

國家 教學經費是否 
以公式計算為基礎 

研究經費是否 
以公式計算為基礎 

英國 是 是 

美國 是 否 

澳洲 是 部分採用 

比利時 是 是 

丹麥 是 否 

法國 是 否 

德國 否 否 

日本 是 是 

荷蘭 是 部分採用 

紐西蘭 是 是 

瑞典 是 否 

資料來源：Jongbloed 與 Vossensteyn (2001: 133)。 
 
再者，Jongbloed 與 Vossensteyn（2001: 133-134）又進一步就德國以外

之 10 國進行探討，以瞭解其經費計算公式中是否將績效因素納入考量，

其研究結果如表 2-4 所示。 

表 2-4 各國大學教學與研究經費計算公式之績效導向 
經費分配之績效導向程度 

國家 
教學經費 研究經費 

英國 I O 
美國 I～I / O I～I / O 
澳洲 I I / O 
比利時 I I 
丹麥 O I / O 
法國 I I / O 
日本 I I / O 
荷蘭 O / I I / O 
紐西蘭 I I 
瑞典 O / I I 

資料來源：Jongbloed 與 Vossensteyn (2001: 134)。 
註：1.O 為完全產出導向；I 為完全投入導向；I/O 為混合投入與產出導向，

但以投入導向為主；O/I 為混合產出與投入導向，但以產出導向為主。 
2.研究經費不包括來自於研究委員會的經費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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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教學經費之分配而言，在 10 個國家中，丹麥是唯一完全以大

學產出成果來分配教學經費的國家；荷蘭與瑞典採取以產出為主之混合方

式來計算經費；美國則採取一部分投入、另一部分以投入為主之混合方式

來計算經費；其餘 6 國則採以投入為主之計算公式。其次就研究經費觀之，

比利時、紐西蘭及瑞典等國的計算公式完全以投入為導向；其餘國家的研

究經費多少與大學績效表現有關；英國則是唯一完全以機構產出來決定研

究經費的國家，其研究經費績效導向的程度最為強烈。 

由上可知，各國政府在財政壓力下，過去教育決策者對於註冊人數導向

經費計算公式之依賴，已逐漸移轉至將經費分配與機構績效進行連結（Noland, 

2006: 60）。目前許多歐美國家已企圖將績效因素引進大學經費分配機制

中，藉此刺激大學機構提出更好的表現。以丹麥的情形觀之，其教學經費

完全以產出導向為基礎，雖然此種方式也引起該國學者對於境內大學機構

可能為了獲得更多政府補助而蓄意降低學生畢業標準，進而導致大學品質

降低之危機，惟其疑慮至今仍未獲得相關研究證實（Kaiser, Vossensteyn & 

Koelman, 2001: 44）。 

 

二、依績效評估結果決定獎助金額 

本文第一節曾述及，隨著政府與社會大眾對績效責任概念的強調，已

讓績效責任成為最受重視大學的品質觀點。所謂績效責任之品質觀，係指

當吾人論及大學品質時，所強調之重點將置於對大學績效表現之評估，與

大學應負責任之認定及其後果，亦即獎懲的實施，且此種獎懲活動常配合

政府經費分配機制來提升大學機構之重視程度。Ewell 與 Jones（1996: 12）

即認為，在追求績效責任之際，不能僅消極地將評鑑結果視為提升辦學品

質之參考，更應積極地作為獎懲依據，如此方能落實評鑑效果。吳清山、

黃美芳和徐緯平（2002：10）亦指出，在實施評鑑後作業，若未配合一套

適當的獎懲機制，則難以對受評單位產生約束與規範作用，其結果將讓績

效評估缺少實質效益而流於形式。 

基於此，許多國家政府開始研究將績效評估結果賦予進一步作用的可

能性。Orr（2005: 31）即指出，若就各先進國家目前所採行之高等教育政

策加以檢視，可發現近年來較受政府青睞且積極推動之政策工具有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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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分配工具」（instruments of funding allocation）與「品質保證工具」

（instruments of quality assurance）。所謂政策工具（policy instruments），又

稱為治理工具（governing instruments）或政府工具（tools of government），

其中蘊含著政府為達成政策目標之不同機制的組合（Peters, 1989: 39）。施

能傑（1999：10）指出政策工具係政策執行機構賴以達成政策目標或產生

政策效果的手段。李允昌和丘昌泰（2003：132）則認為政策工具的選擇

為一種權力競逐的遊戲，不同利害關係人之間的權力大小將直接影響最後

決定。 

詳言之，為了增加大學機構對大學評鑑作業的重視，許多國家政府企

圖進一步賦予大學評鑑另一種功能，亦即將評鑑結果與政府經費相結合，

一來可藉此彌補政府經費缺口，二來也能讓大學機構為爭取更多的經費補

助而努力（Atkinson-Grosjean & Grosjean, 2000）。Becher 與 Kogan（1992: 

157）指出經費分配工具影響高等教育實際運作過程，而品質保證工具則

與高等教育之基本規範有關，且此種基本規範決定了高等教育系統之運作

範疇，二者都與高等教育發展密切相關。前述將評鑑與經費加以結合的作

法，在歐美國家有愈來愈普遍的趨勢。 

Orr（2005: 31-35）認為在各國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工具中，「經費分

配」與「品質保證」不但是互為補充而且是相互依賴的，因為政府一方面

透過經費分配機制來指導高等教育發展；另方面又藉由品質保證機制來塑

造大學校院的形象。其次，政府若欲發揮對高等教育的指導功能，則需具

備有效資訊，此時品質保證機制正可提供與高等教育有關的重要訊息。第

三，若高等教育品質保證機制運作之結果能對大學產生影響（例如政府以

評鑑結果來決定大學經費之分配），則政府即可更有效地規劃高等教育發

展方向。前述情形皆導致高等教育出現了經費分配與教育品質更加緊密結

合的現象。基於此，「品質保證」與「經費分配」已逐漸成為各國高等教

育政策的重要議題，二者相互影響、相輔相成，進而形塑高等教育系統的

主要架構。 

依大學評鑑結果來決定政府經費補助金額之多寡，最著名之例子即為

英國 HEFCE 所分配的大學研究經費。英國政府因堅信研究評鑑作業有助

於提昇英國高等教育研究品質，自 1986 年起 HEFCE 每隔數年即舉辦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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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評鑑作業」（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藉此促進高等教

育機構為競爭更多經費而必須參考國家或國際標準，進而有助於卓越研究

表現。評鑑報告中會根據各高教機構的在研究上的整體表現，將每一個受

評單位由 1 到 5*區分為七個品質等級，此等評鑑等級之高低，直接影響來

自於 HEFCE 所補助之研究經費多寡，故各大學校院對評鑑活動皆不敢掉

以輕心（HEFCE, 2000: 18）。1997 年時，英國「學習社會中的高等教育」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Learning Society）報告書（又名 Dearing 報告書）

中即建議為確保大學品質水準，英國政府應針對大學採取某些干預措施，

包括將「經費補助」與「品質保證」等功能加以結合（NCIHE, 1997；Morley, 

2003: 17）。 

再者，就美國之情形而言，美國的認可制度雖是一種影響廣泛的品質

保證機制，無論是學生、家長、教師、政府機關都將認可結果作為判斷大

學機構品質之基本參照。惟因大學認可制度旨在確保大學機構能達到某種

最低品質標準，原則上通過標準者才能具有取得接受聯邦政府與州政府補

助的資格（Kaiser, Vossensteyn & Koelman, 2001: 1），故通過認可與否僅能

說大學達到某種品質程度之基本門檻。1990 年代以後，為了強調高等教育

的績效責任，美國州政府開始強化經費補助與大學績效之間的連結，Burke 

與 Serban（1998）於《公立高等教育機構的績效補助：一時潮流或未來趨

勢？》一文中，即明確指出以大學績效表現來決定經費補助金額的作法，

在美國已經成為州政府分配公立大學經費的重要趨勢之一（引自 Bogue & 

Hall, 2003: 197）。此外，根據 Reichert 與 Tauch（2003）所提出之波隆納追

蹤報告指出，近年歐洲品質保證機制最大的特色，為各會員國皆已建立具

有外部同儕訪視評鑑之品質保證機制。且品質保證機制有與結果本位的經

費補助機制相結合之趨勢（引自王保進，2006a：12-13）。 

由上可知，績效評估結果可提供教育決策者設定政策優先順序的參

考，尤其是與經費有關的政策，目前英美等國政府對大學之獎補助政策，

多以大學校院或系所在特定評估標準上的傑出表現來獎勵其教學與研究

成果，藉此提升公共資源的分配效率。此外，在大學機構內部亦可發現相

同的資源分配邏輯，亦即大學校院領導者在進行內部資源分配時，也常將

分配方式與院系所表現進行聯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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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1980 年代以後，肇因於各界對績效責任之重視，與國家財政壓

力等因素，各國政府對大學經費補助，都逐漸走向「績效本位」之補助模

式。惟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大學績效表現來決定經費補助多寡雖可促使大

學對其表現負起績效責任，但也可能會對大學發展造成不利影響。因為大

學資源配置至少應符合三個基本原則，包括 1.透明化，即資源分配的標準

和流程應對外公開；2.公正性，即資源分配需讓各大學機構和不同社會群

體獲得公平對待；3.有效性，即資源分配要有助於激勵大學教育系統運作

效率的提高。前述依各校績效評估結果決定政府補助金額之作法，雖能符

合有效性，但其審查過程未必透明，分配結果亦不見得符合公正性。 

Van Vught（1994: 15-16）即曾對大學系統中將績效評估結果與經費分

配進行連結之趨勢提出警示，他認為大學評鑑結果與政府經費分配之間不

應建立直接且緊密的關係，因各校可獲得補助金額的多寡並非一個簡單的

線性函數即可決定。易言之，大學績效評估結果不應作為政府經費分配的

唯一依據，因為一旦政府將二者之間進行直接連結後，大學為獲得更多政

府經費挹注，將會把符合與經費分配有關的標準視為學校發展的唯一目

標，卻忽視這些標準是否適合機構本身的個殊性，進而戕害大學自主與多

元發展。但若真正撤除績效評估與經費分配的連結，又讓政府少了一項確

保大學績效責任之利器。因此，Van Vught 建議在評鑑結果與經費補助之

間，可建立一個間接且非自動的關係。 

以目前各先進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現況而言，大學評鑑結果與政府經費

分配之間亦多採取具有彈性的間接連結關係，亦即大學評鑑結果並非政府

獎補助款分配時的唯一參照點，以避免各大學為符應標準而忽視自我發展

特色之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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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務探討 

許士軍（2000：3-4）曾言，績效評估之所以能達到企業經營管理過程

中積極的控制功能，源自於「評估標準」與「獎勵因素」之配合運用。同

樣道理亦可運用於高等教育系統，亦即政府若欲有效達成提升大學辦學品

質之目標，除了公布績效指標，讓大學知悉其努力方向或追求標的外，也

必須提供適當的獎勵機制或誘因，方可強化大學努力之動機或力量。Burke

與Minassians（2001: 1）即曾指出，政府雖常強調接受政府補助之公立大

學應擔負起績效責任；然而卻也常忽視績效責任中「資訊」和「預算」兩

項重要因素。易言之，若未能提供利害關係人與大學表現有關的資訊，也

未能建立大學績效責任和政府獎補助政策之間的連結，其結果將導致對績

效責任的強調僅流於空談，而未能收到實質成效。 

由上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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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成此目的，可透過評鑑作業之實施與

績效指標的建構來公布大學績效表現。此外，政府並應思考編列預算將評

鑑結果與競爭經費加以連結之可行性，藉此強化大學對績效責任的重視並

提升其品質與競爭力。惟就我國大學發展現況觀之，在資訊之公布方面，

目前教育部統計處公布之各校基本資料庫檔案，多偏向於教師人數、學生

人數與校舍校地面積等投入指標，較少蒐集與各校成果表現有關之資料。

另在評鑑結果與競爭經費之連結上，除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整體發展

計畫已將2004-05年大學校務評鑑結果，與2006年後開始推動之大學系所評

鑑結果納入獎助指標外；在對公立大學之經費補助上，仍未落實以評鑑結

果來決定獎補助經費之作法。 

有鑑於此，本章將對美英大學品質保證與政府經費分配現況作探討，

以瞭解兩國政府如何將「品質保證」與「經費分配」二政策工具進行連結。

就歐美大學發展情況觀之，由於美英二國大學教育之卓越成就，對國家競

爭力的提昇貢獻良多，其大學相關政策與制度常是國際社會關注焦點與學

習對象，故二國大學教育之經驗與作法，定有許多值得吾人參酌之處，可

作為我國大學教育興革之借鏡。基此，本章首先於第一節及第二節分別就

美英兩國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之內容進行探究；其次於第三節說明我

國大學相關措施之運作情形；最後則於第四節就三國內容進行綜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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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美國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分配 

本節將針對美國大學發展背景與運作現況、美國大學品質保證與績效

評估，及美國大學經費來源與分配方式加以說明，最後並就本節重點進行

歸納整理。 

 
壹、美國大學發展背景與運作現況 

美國為一聯邦制國家，其教育行政體制係採聯邦、州和地方三級制。

但由於美國憲法第十條修正案規定：「凡未經憲法授予國家、也不禁止各

州行使之權力，仍由各州或人民保留」。因教育方面的職責並未在憲法中

載明，自然就屬於州政府管轄範疇（王如哲，1999：252；陳麗珠，2000：

i；戴曉霞，2000：121）。 

就美國公立大學而言，一般係依據州憲法或州教育法設立，州政府對

公立大學通常只會在教育政策及董事會組成方式等項目上予以規範，故各

大學對其本身的組織章程和管理規則具有一定程度的自主權。州政府雖仍

有改變大學組織章程之權力，但基於對大學自主之尊重，一般多避免干預

校內運作過程。另就私立大學而論，多依州教育法、非營利公司法、營利

公司法、慈善機構專章，以及教育機構特別法等法規設立，且必須取得州

政府之認可（林子儀，1992：21-23）。 

就政府在美國大學系統中所扮演之角色觀之，目前聯邦政府之角色主

要有二。第一，聯邦政府是大學研究計畫的主要購買者。亦即聯邦政府先

依國家發展需求與政策方向決定研究主題（如醫療、科技、國防、環保等）

後，再由各公私立大學提出計畫來競爭研究經費；或是由政府針對各公私

立大學可提昇國家利益的教學或研究方案進行補助。第二，聯邦政府是大

學生財務缺口的主要援助者。為保障公民進入公立大學機構之機會均等，

聯邦政府常透過獎學金、助學貸款以及工讀金計畫等方式提供符合資格的

學生經費補助，尤其是對經濟狀況不佳及少數族裔等弱勢族群學生。1990

年代中期，聯邦政府每年大約花費 250 億美元投注於大學機構，包括各項

與大學教育成本有關的租稅減免（Hauptman, 1997: 24）。由此可見，聯邦

政府在大學研究經費與學生助學金等方面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第三章 實務探討 

 59

再者，由於聯邦政府並未設置一個統籌全國教育事務的中央機構，教

育政策多交由各州政府自行規劃與執行。而各州政府基於政策考量或其它

因素，對其轄區內大學機構所採取的態度也不盡相同，造成美國高等教育

形成一種高度分權的多元系統。一般而言，州政府與轄區內公立大學及私

立大學之關係有別，對公立大學而言，州政府屬於決策、規畫、協調，及

財務支援等之角色（黃雯玲，1995：9）。至於私立大學，雖亦由州政府核

准設立，但州政府卻無權控管私立校院，這是 19 世紀達特茅斯案件1判決

結果即已確立之原則。 

1960 年代以後，多數州政府鑑於大學組織日益龐大，教育經費支出不

斷提升，故先後成立全州性質的「協調理事會」（Coordination Board）、「治

理董事會」（Governing Board），或「諮詢機構」（Advisory Bodies），負責

向州政府及州議會提出大學經費分配之相關建議，並對州內公立大學之發

展進行規畫與協調，以防止公共資源的浪費。這種全州性的董事會本身即

為州政府與大學間的「緩衝器」（buffer），藉由其居中協調的作用，讓政府

未能直接管理大學，亦讓大學機構受政黨政治影響的程度得以有效規範。

惟值得注意者，前述機構之性質與權責不一，有的僅是州政府的諮詢單

位，有的則握有審查各公立大學預算的實權；若為後者，則該州公立大學

之自主性難免受到影響（陳舜芬，1993：179；黃雯玲，1995：10）。此外，

州政府與大學對此種類似「緩衝器」之各類機構，亦具有不同的角色期待。

就州政府和立法機關而言，認為該類機構為隸屬於州政府的單位，故有責

任監督各大學運用政府經費之績效責任；然而就大學校院而言，卻認為該

等機構身為大學的守護者，應更致力於維護大學的自主權。 

與歐美其他國家相較，美國高等教育系統的主要特色為自主和競爭。

根據「卡內基高等教育基金會」所列舉之大學必須自主的理由，其中之一

即為大學必須獨立於政府之外才得以發揮社會上的制衡力量。基此，美國

公私立大學都具有獨立地位，且各校都設有董事會作為執行權力之最高機

                                                 
1美國獨立之初，由於各地學院均富宗教色彩，未必能符合國家利益，故某些州政府便有意將原

有學院改為州立大學。新罕布夏（New Hampshire）州政府於 1816 年宣佈將該州達特茅斯學院

（Dartmouth College）改為州立大學，此舉導致原有學院的董事不服而訴諸法庭。此案由聯邦

最高法院於 1819 年作成最後判決，認定達特茅斯是私立性質，其控制權屬於該校董事會。此一

案件之影響至為深遠，判決結果不但保障了私人產業，讓私立學院的地位更加鞏固，導致私人

興學之意願大增，各地紛紛設立私立校院；更重要者，判決結果確立了私立大學不受政治干預

的原則（陳舜芬，1993：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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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大學校院在內部治理上亦擁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如設立自主、教師自

我管理、課程安排自主、招生政策自主、學術研究自由、經費管理自主等，

構成了美國高等教育系統大學自主之基本架構。此外，美國大學教育市場

不只容許競爭，更鼓勵競爭，主要展現在優秀學生的競爭、卓越教師的競

爭、政府經費和社會捐款的競爭等，競爭雖不可避免地為美國大學經營者

帶來壓力，但也成為大學品質提升的助力。 

若將美國各大學校院之分校與附屬機構計算在內，2006-07 年時全美

四年制頒發學位之大學校院共計 2,629 所，其中公立機構有 643 所，佔全

美大學校院之 24%，私立機構為 1,986 所，佔 76%（NCES, 2008: 385）。

由此可知，在美國高等教育系統中，私立大學校院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美國許多一流大學學費雖然昂貴但仍有許多海內外學子趨之若鶩。私立大

學校院的存在不但為美國政府撙節部分教育經費、提供學子更多元的機會

選擇，更讓公私立大學機構得以相互競爭，進而促成美國高等教育體系之

健全發展（周祝瑛，2000：146；陳舜芬，1993：170-171，177-178）。 

總之，美國高等教育系統為一種以州為基礎並伴隨著些微國家層級中

央集權控制的系統（Chalmers, Lee & Walker, 2008：28）。其高等教育市場

中公私立大學並行不悖的特色，讓美國很早就形成了一個具有企業經營型

態的高等教育系統。Patterson（1997）即指出，美國現代大學與其說是一

種學術社群，毋寧說是一個商業組織。學校董事會（Board of Trustees）就

如同私人企業中的董事會，學校行政單位亦等於私人企業的行政部門，而

教師則為雇員（引自Rochford, 2001: 52）。 

 

貳、美國大學品質保證與績效評估 

茲就美國大學績效責任概念之興起、大學認可制度之實施，與大學績

效報告之公布分別說明如下。 

 
一、績效責任概念之興起 

Burke與Minassians（2002: 6-7）就美國高等教育發展情形進行研究，

發現1983年《國家在危機之中》（A Nation at Risk）報告書所引起的公立學

校改革運動，其熱潮很快地延燒到高等教育領域，進而引發各界對於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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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變革的迴響。愈來愈多人無法接受公立大學機構既然接受政府高額的

經費補助，卻又成為一個無政府組織，且無法讓社會大眾明確理解其運作

過程。因此就美國國內學者的觀點而言，愈來愈多人對大學運作過程產生

懷疑。Massy（1996: 3）即在其研究中指陳，當大學機構之經營者聲稱，

大學校院為了維持品質與增加入學機會的公平性而有需要政府挹注更多

經費時，政治人物與納稅人則以「大學校院為何無法更有效地管理成本」

加以駁斥；社會大眾也質疑為何公立大學不能學習私人產業，藉由改善生

產力來減輕納稅人之稅賦負擔。 

基此，到了1980年代後期，美國社會大眾對於績效責任的呼聲愈來愈

高，導致各州政府不得不開始注意大學校院的績效責任問題。州政府一方

面要求接受公共經費補助的大學機構需對學生的學習成效進行評估，並提

供與學校運作有關的資訊給州政府及社會大眾；另方面，州政府也透過不

同的經費補助政策來鼓勵大學追求卓越與改善品質。有些州政府更進而要

求大學機構必須準備其辦學「成績單」（report card），藉此讓社會大眾更加

瞭解大學在教學、研究與服務等任務的之成效，進一步將評估結果作為政

府經費分配的考量因素（戴曉霞，2000：216）。 

若就美國大學品質保證機制之框架觀之，可發現主要係由大學認可制

度與公布大學在績效指標上的表現所構成，茲就其內容分別說明如下。 

 
二、大學認可制度之實施 

由於高等教育是憲法留給州政府的職責之一，故作為高等教育的供給

者，州政府對於高等教育之責任，包括設立公立大學機構、編列大學經費

預算、保證大學品質水準等。然而在大學自治傳統下，為保障學術自由及

避免政府對大學校院之直接控制，各州多經由相關法案賦予大學機構獨立

的法人地位，各大學可透過董事會運作來處理自身事務。至於大學之品質

保證，則由政府與民間協力進行，前者之作為包括訂定績效指標並要求大

學公佈績效表現報告；後者則成立認可機構主導大學認可制度之執行，真

正反映出品質保證機制「自願非官方」的獨特性質。 

Bogue與Hall（2003: 21）指出，美國基於自由民主之歷史傳統，致各

大學機構在任務、組織、課程及品質上皆具有相當大的差異，因此認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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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在初創時，亦將不同大學機構之多元化特性納入考量，故認可制被視為

是一套順應美國高等教育獨特現象的制度，可讓美國各大學機構在逐漸擴

大的差異化下，至少在外貌上能呈現撥亂反正的表象。 

認可制是美國確保高等教育機構和方案品質的最主要機制。歷經多年

的改進後，認可制度目前主要包括三大類，第一類為區域型的認可機構，

主要針對各地區一般大學機構進行品質認可，目前全美共有六個區域型認

可機構來確保大學機構能夠達到某最低品質標準，其認可標準與程序各區

雖不盡相同，但基本上經過認可之機構，才具有獲得聯邦政府與政政府補

助的資格。第二類為全國性的認可機構，主要針對性質特殊的大學機構進

行認可，如神學院，目前全美共有七個此種類型的認可機構。第三類為專

門認可機構，係對大學機構內部的某些學院、系所、學門或方案進行認可，

通常與特定的專業領域有關。一般而言，只有獲得認可機構之畢業生才能

取得政府授予之專業證照（Chalmers, Lee & Walker, 2008: 28）。 

1996年，美國社會曾針對是否應有一個對高等教育認可機構進行後設

認可的全國性組織出現相當廣泛的討論，最後決定設立「高等教育認可審

議會」（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CHEA）。目前美國對認

可機構的認證工作，主要由官方「國家機構品質與整合諮議委員會」

（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Integrity, 

NACIQI），與前述民間「高等教育認可審議會」來負責，惟仍以民間組織

所辦理的活動為主要核心工作。CHEA之成員包括大學校長、高等教育機

構代表、社會代表等共17人組成董事會，負責管理與執行，擁有超過3000

個大學校院會員。設立宗旨在透過對高等教育認可機構資格的確認，以提

升高等教育學術品質。目前經過CHEA認證之認可機構，主要有6個區域認

可機構與54個專業認可機構。前述認可機構之評鑑方式，包括被認可機構

之自我評鑑與認可機構之實地訪視兩種（王保進，2006b：48-49）。易言之，

美國認可制雖然是一種非官方活動，但認可組織仍需經過一個認證過程方

可被聯邦政府視為一種合法機構。認可組織對於大學機構之品質評估通常

包括學生成就、課程、設備、師資、一般行政與財務狀況、學生輔導、招

生與錄取率、學位頒發與學生申訴紀錄等（Chalmers, Lee & Walker, 2008: 

28）。 



第三章 實務探討 

 63

郭昭佑（2007：185）認為美國大學認可制度實施過程中雖然十分重

視學校的自我評鑑與品質改進，然而其實踐卻也很難脫離績效責任的要求

與壓力。讓認可制捲入績效討論之議題之原因，主要可歸納為兩個因素，

亦即消費者運動與聯邦及州政府對高等教育經費之分配。美國聯邦法律要

求教育部長需公布國家承認之認可機構名單，以作為政府決定哪些大學機

構有資格接受經費補助之依據（蘇錦麗譯，2003：93）。 

以美國賓州為例，州內所有大學機構，無論公立或私立、營利或非營

利，皆需符合Pennsylvania Code所設定之16項最低標準，才能被任可為合

法的大學機構，也才具有頒授學位的權力。其中第十六項特別陳述州政府

教育廳應就大學機構是否符合不同認證機構所訂定的標準進行評估

（Jongbloed & Salerno, 2002: 60-61）。在此情形下，美國公私立大學所提出

之各項計畫方案必須被證明、被理解、被認可或者展現一種最低水準的品

質（Kaiser, Vossensteyn & Koelman, 2001: 1, 43）。大學機構一旦通過投入導

向之「認可程序」，除代表該機構符合國家或民間認可機構所訂定之品質

基準外，亦決定了是否具有接受聯邦與州政府經費補助的資格（Eaton, 2006: 

5）。 

總之，美國大學認可制是一種影響廣泛的品質保證機制，無論是學

生、家長、教師、政府機關都將認可結果作為判斷大學機構品質之參照。

大學認可制度旨在確保大學機構能達到某種最低品質標準，原則上通過標

準者才能具有取得接受聯邦政府與州政府補助的資格。由此可知，認可制

意謂在經費分配與教育品質之間具有一種基本關係，即教育活動必須達成

一定的品質標準，才能獲得公共經費補助，易言之，大學通過認可僅能說

是跨過可獲得政府補助之基本門檻。 

 
三、大學績效報告之公布 

Burke將美國大學績效計畫歸納為三種類型，亦即公布績效報告

（Performance Reporting）、實施績效預算（performance-based budgeting, 

PB2）及實施績效補助（performance-based funding, PBF），前者係將大學

機構在各項績效指標上的表現加以公開呈現，後者則將機構表現進一步與

政府經費產生間接或直接的連結，三種類型都與績效指標有關。以下首先

就美國大學績效報告之公布情形加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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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年代以後，績效指標成為歐美主要國家高等教育領域相當重視的

議題，故各國在實務方面都積極建立國家或學校層級的績效指標（王保

進，2004：26）。就美國而言，績效指標在大學發展過程中由來已久，根

據Cave, Hanney與Kogan（1991）研究，早在20世紀初美國各大學即開始運

用各種不同標準來進行大學聲譽排名或其他類型的比較，資源分配則是在

1960年代以後才開始將績效指標列入重要因素之一（引自Borden & Banta, 

1994: 6-7）。此種情況係源自於美國社會深具資本主義與商業文化特性的背

景，對績效責任的強調永遠是政府官員與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 

就相關文獻觀之，1992年「全美大學校院財管人員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Business Officers, NACUBO）所出版

《關鍵成功指數》（Key Success Indices）一文，可說是為美國大學績效指

標時代之來臨揭開序幕。1993年，「美國南區教育委員會」（Southern Regional 

Education Board, SREB）亦公布了《評估高等教育品質：SREB政策行動之

陳述》報告書，指出各州議會已開始要求大學校院透過績效指標作為績效

責任達成之證明，並需公開評估報告。1994年，兩份以績效指標為主題的

重要文獻先後出版，分別是由Borden & Banta所編著的《以績效指標作為

決策的導引》及由Gaither, Nedwek & Neal主編之《符合標準：高等教育績

效指標的承諾與陷阱》（Borden & Banta, 1994: 6-7）。 

過去20年以來，美國許多州的大學每年都需對州政府提交其與績效表

現有關的報告，州政府再根據這些數據來考慮對高等教育的財政撥款。茲

就美國州政府與聯邦政府規定大學必須公布其績效表現之相關作法說明

如下。 

（一）州政府之作為 

在美國，由於主導高等教育發展方向之權限不在聯邦而在各州政府，

然因各州對大學教育政策所強調之重點不同，導致各州居民受教育機會與

品質亦有差異。1990年代以後，美國州政府開始積極運用績效指標作為評

估大學績效之標準。州政府認為藉由績效指標的引進，一方面可讓政府機

關與社會大眾更加瞭解高等教育系統的績效表現與品質改善情形；另方面

當大學得知其表現成果將被公開，且進一步可能影響各界對大學之贊助意

願時，即會對績效賦予高度重視。故建構一套能夠完整呈現州內大學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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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表現的指標，並作為政府衡量大學績效責任的工具，遂成為美國各州

政府努力的方向（Watt, Lancaster, Gilbert, & Higerd, 2004: 65）。 

目前美國各州政府為了因應社會大眾與教育決策者對大學績效責任

的要求，幾乎都會要求公立大學校院必須根據州政府所公布之量化指標來

呈現其績效表現。但各州大學績效模式之運用情形略有差異，根據法律授

權與否及規定指標與否，可再進一步細分為三種情形：1.經過法律授權且

已規定指標；2.經過法律授權但未規定指標，特意留給州政府和大學之間

進行指標協調的空間；3.未經法律授權亦未規定指標，由大學依其意願自

行決定是否採用。前述是否經過法律授權甚至規定指標，雖是績效方案穩

定執行的基礎，但若未留下政府與大學的協調空間，也代表缺少共識基

礎，早期推動之績效方案即因此導致執行時發生問題，最後不得不放棄

（Burke & Minassians, 2001: 5）。目前如佛羅里達、俄亥俄、南卡羅來納、

德克薩斯、明尼蘇達等州所採用之績效計畫皆經法律授權且明文規定指標

（Burke & Minassians, 2003: 29-30）。 

就指標項目觀之，目前在不同政策目標的主導下，各州政府所用的績

效指標無論在數量、內容與措辭上都不盡相同。首先就數量而言，目前南

卡羅來納州共採用了37個績效指標，指標數量居全美之冠；相反地，佛羅

里達州僅使用3個績效指標來衡量大學機構的表現。其次就內容觀之，某

些州一項指標可能同時蘊含多項決策者所欲達成的目標；反之，某些州則

同時運用不同指標來衡量一項教育目標的達成程度（Burke, 1998: 50）。

Ewell（1994）歸納目前美國各州常用績效指標計有8種：1.不同性別、種

族與課程的註冊人數與畢業率；2.學位完成率與取得學位時間；3.不同年

級、種族與課程的續學率；4.矯正活動及其效能指標；5.從二年制到四年

制學校的轉學率；6.專業考試的通過率；7.畢業生就業情形及其對工作的

滿意度；8.教師教學負擔與生產力（引自Burke, 1998: 50）。此外，Ruppert

（1994）另根據Ewell的研究成果再加上4個指標：1.入學標準；2.不同大學

機構與不同學門學生的總學分數；3.校友、學生、家長與雇主對大學機構

的滿意度；4.來自機構外部的研究經費補助（引自Burke, 1998: 51）。 

以美國維吉尼亞州為例，「維吉尼亞州高等教育委員會」（the State 

Council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Virginia, SCHEV）目前採用14個績效指標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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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量州內四年制公立大學之表現，如表3-1所示，並要求轄區內的公立大學

校院必須將其績效表現公布在學校網頁上，藉此讓高等教育利害關係人能

獲得與學校表現有關的重要資訊（SCHEF, 2000）。前述指標之焦點在於大

學運作的兩個主要範疇，即「學術品質」（academic quality）與「運作效率」

（operational efficiency）。 

表3-1 美國維吉尼亞州大學績效指標 
項      目 備      註 

指標1 獲得學位的平均時間  
指標2 教室與實驗室之空間利用 用來衡量機構空間的運用情形 
指標3 教學、圖書、學術支出佔機構總支出的比率  
指標4 第一年續學率  
指標5 從二年制大學的轉學生人數  

指標6 少於20位學生，與多於50位學生的課程比率

用來衡量教學品質。一般而言，班級人數

較少代表教學品質較高，但弔詭的是，一

般人多認為班級人數較多時代表學校的

行政效率較高。 

指標7 某年校友對學校的貢獻比率 代表校友對畢業學校之教育品質具有正

面評價，也代表校友對學校財務的貢獻。

指標8 由專任教師授課的學分數 
專任教師與助理教師之相對授課學分

數。一般而言，由專任教師授課代表教學

品質較高。 
指標9 管理目標的達成度  
指標10 課程通過認可的比率  
指標11 舉債與收入比  
指標12 第一個學位的全時學生六年內畢業比率  
指標13 每位專任教師研究與服務支出  
指標14 每位專任教師學分數  

資料來源：SCHEF (2000)。 
 
Burke與Minassians（2002a: 50-56）則蒐集了158個高等教育績效指標

（包含一些名稱不同但目標相似者），並標示出各指標所屬類型與政策價

值。茲將其中至少被5個以上（包含5個）的州同時採用者整理如表3-2所示。 

由表3-2可知，美國各州政府在選擇評估大學績效的量化指標時，當面

臨公平、選擇、品質與效率四個政策價值之抉擇時，通常會選用內蘊「品

質」及「效率」價值之指標者居多，再次印證了大學績效責任與品質改善

係為當前美國各州政府強調的重點。公平價值指標多為投入導向，效率與

品質價值指標則多為產出導向，故可知美國各州政府目前對大學產出層面

之重視已凌駕投入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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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美國州層級常用之大學績效指標 
指 標 項 目 指標類型 政策價值 

指標1 行政成員、學術成員 過程 效率 
指標2 評鑑學生學習 過程 品質 
指標3 學院參與率 投入 品質 
指標4 學位成就 成果 效率 
指標5 學位頒發數 產出 效率 
指標6 教職員多元性 投入 公平 
指標7 註冊人口年齡 投入 公平 
指標8 註冊人口性別 投入 公平 
指標9 註冊人口種族 投入 公平 
指標10 註冊人口性別 投入 公平 
指標11 註冊人口身份 投入 選擇 
指標12 註冊人口資優學生 投入 品質 
指標13 每生支出 投入 效率 
指標14 設備及基礎訓練 過程 效率 
指標15 教授薪資 投入 品質 
指標16 教授性別與種族 投入 公平 
指標17 教授出版品 產出 品質 
指標18 教授排名 投入 品質 
指標19 教授教學，低分割課程 過程 品質 
指標20 教授教學負擔 過程 效率 
指標21 學生財務補助 投入 選擇/公平 
指標22 畢業生定向：就學 結果 品質 
指標23 六年內畢業率 產出 效率 
指標24 畢業/續學率 產出 效率 
指標25 職場安置 成果 效率 
指標26 職場薪資 成果 效率 
指標27 K-16合作 過程 品質/效率 
指標28 證照考試通過率 結果 品質/效率 
指標29 私部門經費贊助 產出 品質 
指標30 公眾服務 產出 效率 
指標31 矯正活動效能 產出/過程 效率 
指標32 研究贊助經費 產出 品質 
指標33 SAT/ACT成績 投入 品質 
指標34 校友滿意度 成果 品質 
指標35 雇主滿意度 成果 品質 
指標36 學生滿意度 成果 品質 
指標37 州政府運作經費 投入 品質 
指標38 生師比 投入 品質 
指標39 學生轉學 投入/產出 品質/效率 
指標40 教師訓練 過程 品質 
指標41 科技遠距學習 過程 效率 
指標42 取得學位時間 產出 效率 
指標43 畢業學分數 產出 效率 
指標44 學雜費 投入 公平 
指標45 職場訓練 產出 效率 

資料來源：整理自Burke與Minassians（2002a: 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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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聯邦政府之作為 

除了前述州政府的努力外，美國聯邦政府為瞭解各州大學績效表現，

俾對州政府大學政策提供建議，遂於1998年成立「全美公共政策與高等教

育研究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and Higher Education）。

該中心為一非營利、超越黨派的獨立機構，其主要任務在於針對全美50州

公私立大學機構大學階段之績效表現以量化方式進行評鑑及比較。該中心

於2001年時發表美國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份州際間的大學評鑑報告書，即

《2000年美國各州大學評鑑報告書》（Measuring Up 2000），藉此作為各州

政府與社會大眾評估州內大學表現之參考。其後每隔兩年陸續出版新的報

告書（The 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and Higher Education, 2000）。 

前開報告書之績效指標分為等六大範疇，包括入學準備

（preparation）、參與（participation）、負擔能力（affordability）、學生成就

（completion）、受益程度（benefits）、學習（learning），其下又囊括30個量

化績效指標，內容如表3-3所示。 

上述績效指標自2000年每年略有調整，但大抵包括學位成本，學費占

家庭收入的比率，不同年齡、性別與族群高中畢業生進入大學就學的比

率，以及高中生和大學生國家考試成績等（Chalmers, Lee & Walker, 2008: 

30-31）。由各年度公布的Measuring Up報告所採用之指標內容可知，美國

雖然是個強調大學績效表現與教育產出的國家，但基於其歷史文化發展背

景，聯邦政府對各州大學入學機會的公平性亦賦予同等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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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美國2000年各州大學評鑑報告書之大學績效指標 

範 疇 意 涵 指 標 細 項 

18-24歲學生取得高中文憑之比例 
9-12年級學生修習高級數學比例 
9-12年級學生修習高級科學比例 
8年級學生修習代數比例 
8年級學生全國數學測驗達精熟比例 
8年級學生全國閱讀測驗達精熟比例 
8年級學生全國寫作測驗達精熟比例 
低收入8年級生數學測驗達精熟比例 
SAT/ACT成績在前20%的人數 

入學準備 
各州K-12系統提供學

生進入大學機構前之

課程準備程度 

全國高級學科測驗成績在3以上人數 
應屆高中生升入四年制大學人數 
18-24歲就讀大學人數 

州居民入學

機會 
各州居民進入大學機

構的機會 
25-44歲社會人士部分時間進修人數 
就讀社區學院所支付費用（扣除獎補助金後）佔家

庭收入比例 
就讀四年制公立大學所支付費用（扣除獎補助金後）

佔家庭收入比例 
就讀四年制私立大學所支付費用（扣除獎補助金後）

佔家庭收入比例 
州政府補助低收入家庭比例 
最低廉大學的學費佔最貧窮家庭收入比例 

學費負擔 
能力 

學費佔家庭收入的比

例及各州政府提供獎

助學金的方式 

學生貸款金額 
社區學院一年級生續讀二年級比例 
四年制大學新生續讀二年級比例 
第一次就讀大學且為全時生於五年內取得學士學位

者比例 
學生畢業 學生取得文憑或證書

的比例 

取得大學證書學位及文憑人數 
25-65歲居民獲有學士以上文憑人數 
獲有學士文憑之個人收入增加 
1996及1998年全國大選投票率 
慈善捐款人比率 
成人在數字方面的理解程度 
成人在文字方面的理解程度 

不同社經地

位居民的受

益程度 

大學對社會經濟 
的影響 

成人在文件方面的理解程度 

學業表現 有關本範疇之資料，五十州均不甚完備 

資料來源：The 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and Higher Education（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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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美國大學經費來源與分配方式 

茲就美國大學機構經費來源與政府經費分配方式說明如下： 
 
一、大學機構之經費來源 

首先就公立大學校院而言，與州政府有限教育預算攸關的議題之一，

即為大學生取得學位之年限，目前美國公立大學生取得學位之平均時間約

在五年以上。大學生在學時間延長之原因，可能與愈來愈少的州政府補助

有關，因為目前美國許多州設有「大學註冊人數經費補助上限」之規定。

此外，許多公立大學亦因經費不足而減少課程安排，導致大學生無法修得

畢業所需學分。另就私立大學情形觀之，其就學年數則未有顯著變化，因

自 1980 年代以來，州政府對於私立大學的補助僅佔私校總收入來源 3%以

下，由於州政府補助並非私立大學經費最主要來源，故相較於公立大學，

美國私立大學之運作較不受政府補助增減影響（Hauptman, 1997: 29）。 

表 3-4 及表 3-5 為美國教育部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NCES）所提供之統計資料。 

由表 3-4 可知，美國聯邦政府與州政府係為公立大學主要資助者，公

立大學生僅需支付小部分之教育成本。然而相較於公立大學校院，美國 4

年制私立校院來自政府之補助經費佔其總收入比例明顯較低，並已由

1980-81 年的 21.7%降至 2004-05 年的 15.4%。來自政府的補助雖非美國私

立大學最主要的經費來源，但因公立大學接受州政府高額補助後，即能收

取較低學費同時維持一定品質，相對之下讓私立大學在招生上處於劣勢地

位，故部分私校經營者對州政府對公立大學之補助機制仍相當重視

（Hauptman, 1997: 29）。 

另從表 3-5 可發現，1980 年代以來，美國 4 年制公立大學校院來自政

府（包括聯邦、州及地方政府）之獎補助經費佔其總收入比例逐年降低，

由 1980-81 年的 62.2%降至 2004-05 年的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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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美國 1980 年以後 4 年制公立大學校院經費來源         單位：% 

年代 合 計 政府補助 學雜費 私人捐贈 投資收入 營業服務 其他收入

1980-81 100.0 62.2 12.9 3.0 - 19.6 2.4 

1985-86 100.0 59.1 14.5 3.8 - 20.0 2.6 

1990-91 100.0 54.3 16.1 4.3 - 22.7 2.6 

1995-96 100.0 51.0 18.8 4.7 - 22.2 3.3 

1999-00 100.0 50.4 18.5 5.5 - 21.6 3.9 

2000-01 100.0 50.8 18.1 5.9 - 21.7 3.7 

2003-04 100.0 48.1 15.8 2.7 3.8 26.5 3.1 

2004-05 100.0 46.7 16.3 2.6 4.7 26.5 2.0 
資料來源：整理自 NCES（2005, 2006, 2007, 2008）。 

 
表 3-5 美國 1980 年以後 4 年制私立大學校院經費來源         單位：% 

年代 合 計 政府補助 學雜費 私人捐贈 投資收入 營業服務 其他收入

1980-81 100.0 21.7 35.9 14.6 - 23.5 4.3 

1985-86 100.0 19.4 37.8 14.9 - 23.7 4.2 

1990-91 100.0 18.7 39.4 14.1 - 23.3 4.5 

1995-96 100.0 16.7 41.5 14.8 - 21.6 5.4 

1999-00 100.0 11.5  24.4  13.7  31.5  15.3  3.6  

2000-01 100.0 18.4  38.0  19.4  -4.4  23.6  5.1  

2001-02 100.0 19.7  39.6  18.3  -7.8  24.5  5.7  

2002-03 100.0 17.6  34.0  13.6  8.9  20.7  5.2  

2003-04 100.0 15.1  28.6  11.8  23.1  17.4  4.0  

2004-05 100.0 15.4  29.4  11.9  21.8  17.7  3.7  
資料來源：整理自 NCES（2005, 2006, 2007, 2008）。 

 
二、績效補助之實施方式 

但為了提升大學品質水準及經費分配效率，美國州政府除了要求各大

學必須透過績效指標公開其各項活動之表現外，更開始將績效指標與經費

分配產生連結。傳統上，美國州政府大致會根據現行教育成本、通貨膨脹

率以及學生註冊人數等因素來撥款給公立大學機構；然而前述情形到了

1980 年代之後開始有了改變。80 年代以後，由於美國政府財政短絀，立

法者與州政府委員會開始逐年縮減大學經費，此外，由於社會對績效責任

的呼聲愈來愈高，各州政府也開始對大學績效責任問題賦予高度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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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同時，立法者對州政府以大學註冊人數為基礎的大學補助公式亦

提出質疑。此種以學生人數及教師薪資作為公式計算基礎的經費補助，雖

曾是美國各州大學機構教學經費的主要來源，也曾被立法者視為公平原則

在大學經費分配之實踐；然而在強調績效責任的 1980 年代，此種直線式

的計算方式卻遭受許多批評。社會大眾普遍認為州政府補助公立大學之方

式，係依據學校花費來支應，較少考慮到大學機構的品質與績效問題，包

括大學畢業生素質或學校提供給州民之研究與服務的品質，如此不但無益

於促進大學學生結構多樣化，亦無法提供任何誘因來提升大學經費運用效

率或教學、研究與服務品質（Kaiser, Vossensteyn & Koelman, 2001: 135；

Watt, Lancaster, Gilbert, & Higerd, 2004: 65-68）。 

為了回應前述批評，州政府開始減少學生變項在經費計算公式中的比

例，另以績效因素代之。此種以績效表現作為政府經費分配基礎之主張，

多是採市場導向的意識型態來探討公立大學機構的治理原則與預算編

列。其旨在藉由績效評估、企業管理、法人化與市場標準等概念之引進，

來強調公部門績效責任並改善其所提供的服務品質（Atkinson-Grosjean & 

Grosjean, 2000）。 

易言之，州政府一方面要求大學機構應對運用政府預算之成效提出證

明，亦即大學必須公布與運作績效有關之報告書或「成績單」（report card），

讓州政府及社會大眾能藉此瞭解機構任務達成之情形（Watt, Lancaster, 

Gilbert, & Higerd, 2004: 61）；另方面亦引進績效補助方式，以各校的績效

表現來決定所能獲得之補助金額多寡，讓大學校院為爭取更多補助而必須

朝政府設定的目標努力。由上可知，績效補助模式之概念，即為改變傳統

上以招生人數為依據之分配方式，另將大學之績效表現與經費分配加以連

結。當個人或機構得知其表現結果將公諸於世並影響其經費來源時，即會

對其表現賦予高度重視（Burke & Minassians, 2002b: 98）。 

Watt, Lancaster, Gilbert 與 Higerd（2004: 62）亦指出由於政府各項政策

優先權之競爭、教育成本提高，以及對大學績效責任的要求等因素，促使

州政府必須分階段實施新的州預算經費分配方法。第一階段，係採用「獎

勵金」，藉由獎勵經費來鼓勵大學達成州政府之特定目標，各大學對此種

經費的追求是自願性的。第二階段，為「績效報告」，要求大學必須對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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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規定評估標準的達成程度提出說明，但是在預算的分配上係採用非量

化（non-quantifiable）標準，亦即此時州政府經費尚未與績效指標連結。

第三階段，則是採用「績效補助」，係透過經法律程序確定的績效指標來

分配州預算，若大學在規定指標上有卓越表現，即可以分配到較多經費。

目前美國許多州政府透過此種績效方式分配給州內的公立大學之經費，多

不會高於總預算 5%～6%。惟無論無論採用何種績效補助模式，大學競爭

經費之獲得端視其績效表現能否符合州政府關注的焦點和標準，而非機構

的註冊人數與計畫成本（Watt, Lancaster, Gilbert, & Higerd,.2004: 65-67）。 

Burke 與 Minassians（2001）將目前美國州政府對大學提供獎助的方式

分為兩種，即「績效補助法」（performance-based funding, PBF）及「績效

預算法」（performance-based budgeting, PB2）。前者通常根據一些與大學機

構辦學成果有直接關連的特定績效指標來決定對大學的補助；後者則是由

州政府官員、議員或高等教育協調性質的委員會，透過較多的指標項目間

接考量機構績效，以決定分配給各大學教育經費的多寡。在績效補助之經

費分配方式中，其政府補助與機構表現間的關係是緊密、自動且公式化

的。假如機構能夠達成績效指標所訂的目標或改善水準，即能獲得一定金

額或比例的州政府補助。反之，在績效預算法的經費分配方式中，政府補

助與機構表現間的關係是間接且鬆散的，大學機構在績效指標上的成就僅

被政府官員或立法委員視為是預算編列時的考量因素之一。而且只有在州

政府對機構表現抱持正面判斷的情形下，大學機構才能獲得額外補助

（Burke & Minassians, 2001: 4；Rhoda, 2001: 10-11）。 

由上可知，績效預算法與績效補助法之間具有重要差異，因為採用績

效補助法時，大學機構能否達成績效指標所設定之目標，對其能否獲得政

府資源將有直接影響。舉例而言，如果機構採用 60%的大學部學生能在六

年內畢業為目標，但實際上卻只達成 45%時，則將對機構資源造成衝擊。

但若採用績效預算法，間接將績效指標與經費分配進行聯結，則在資源分

配過程中，對績效指標的運用將有較多的彈性空間與主觀詮釋，大學機構

未必會因未達到目標或其他負面結果而被刪減經費（Layzell, 1998: 109；

1999: 243）。此外，績效補助法與績效預算法之優缺點剛好互補，績效預

算法雖然具有彈性；但大學績效與政府預算間的連結卻較不明確；績效補

助法雖然連結明確但卻缺乏彈性。茲將二者的優缺點呈現如表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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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績效補助與績效預算法優缺點比較 
績 效 補 助 法（PBF） 績 效 預 算 法（PB2） 

優
點 

•經費分配與評量結果之間的關係相當

清楚而明確； 
•經費分配與評量結果之間的密切關係

提昇機構改進績效的誘因。 

•經費分配的過程較具彈性； 
•透過州政府與委員會之間的協調過程，

可將機構無法控制的校園環境等因素考

量在內。 

缺
點 

•經費分配的過程較不具彈性； 
•經費分配過程可能使因無法控制環境

因素而導致績效評量結果下跌的機構

居於不利地位。 

•經費分配與評量結果之間的連結較模糊；

•經費分配與評量結果之間的鬆散連結，

降低機構改善績效的誘因。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Rhoda（2001: 10-11）將全美採用績效補助計畫的18個州中，常用的績

效指標分為品質、管道、競爭力，與效用四大構面。進一步分為九個項目

與30個績效指標，如表3-7所示。由表3-7可知，美國各州績效補助計畫所

採用的指標，仍是偏向於品質、競爭力與效用等產出指標。但基於美國民

主傳統與多種族的歷史背景因素，仍將弱勢群體入學管道納入績效補助計

畫的指標中。 

表3-7 美國各州績效補助計畫常用指標 
構面 範疇（使用州數） 指標項目 

學程品質（16） 
認可通過率、證照考試通過率、班級規模、 
續學率、畢業率、畢業生與雇主滿意度 品質 

教師素質（10） 學歷、工作負荷、研究出版、學術獎勵 
一般性管道（8） 轉學容易度與次數、學生成長率 

社會弱勢群體入學管道

（7） 

不同種族、性別之申請入學率、少數族裔、 
文化不利學生之學習參與及成功、第一屆學生之學

習參與及成功 
管道 

地理區域上的管道（5） 偏遠地區之學分提供 
學生競爭力（9） 就業率、畢業生薪資、繼續留在本州之畢業生比率

競爭力 
機構競爭力（8） 

學生單位成本、學校收入、研究補助、 
募款能力 

設施使用之效率（14）
使用空間、教師與學程之重複性、 
學生修課超過畢業基本規定之比率、 
無學分課程選課率 效用 

與K-12各級教育結盟之

效用（4） 
師範教育改革創舉、不同學科專長之教師學位授予

數、大學與各級學校之合作活動 

資料來源：Rhoda（2001: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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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Burke 與 Minassians（2001: 1-2）針對美國各州高等教育經費分

配方式進行縱貫研究後發現，有鑑於社會大眾對大學機構應提出表現、回

應利害關係人的需求、改善教育品質、提高生產力及增加效能等聲浪逐年

增加，美國各州政府在輿論的壓力下，將教育資源與大學績效進行聯結的

情形遂日益普遍，且此種以績效為本位的預算分配方式在美國已形成一股

趨勢，而非一時的潮流。目前績效本位模式在大學系統之體現，除前述各

州政府要求大學需呈現績效報告外，亦開始積極規劃將績效指標與資源分

配產生連結。1997 年，當績效補助計畫剛開始實施時，全美只有不到一半

的州政府採取此種績效模式，但至 2001 年時美國已有 36 個州至少會採用

三種績效計畫（即績效報告、績效預算與績效補助）中的一種，並有超過

70%的州政府將州教育資源與大學各種活動之結果加以聯結。 

直到 2003 年，美國已有 90%以上的州透過績效報告呈現大學機構活

動之成果。2003 年美國各州實施績效計畫之情形如下： 

表 3-8 美國實施績效計畫之州別—2003 年 
類  型 州  數 州名 

績效報告 46 州 
（92%） 

阿拉巴馬州、阿拉斯加州、亞利桑那州、阿肯色州、加

州、科羅拉多州、康乃迪克州、佛羅里達州、喬治亞州、

夏威夷州、愛達荷州、伊利諾州、印第安納州、愛荷華

州、堪薩斯州、肯塔基州、路易斯安那州、緬因州、馬

里蘭州、麻薩諸塞州、密西根州、明尼蘇達州、密西西

比州、密蘇里州、蒙大拿州、內布拉斯加州、新罕布夏

州、紐澤西州、新墨西哥州、北卡羅來納州、北達科塔

州、俄亥俄州、俄克拉荷馬州、奧勒崗州、賓夕法尼亞

州、南卡羅來納州、南達科塔州、田納西州、德州、猶

他州、佛蒙特州、維吉尼亞州、華盛頓州、西維吉尼亞

州、威斯康辛州、懷俄明州 

績效預算 21 州 
（42%） 

加州、康乃迪克州、佛羅里達州、喬治亞州、夏威夷州、

愛達荷州、愛荷華州、堪薩斯州、路易斯安那州、緬因

州、馬里蘭州、密西根州、明尼蘇達州、密西西比州、

內布拉斯加州、內華達州、西墨西哥州、俄克拉荷馬州、

德州、猶他州、華盛頓州 

績效補助 15 州 
（30%） 

科羅拉多州、康乃迪克州、佛羅里達州、愛達荷州、堪

薩斯州、路易斯安那州、紐約州、俄亥俄州、奧克拉荷

馬州、奧勒崗州、賓夕法尼亞州、南卡羅來納州、南達

科塔州、田納西州、德州 
資料來源：Burke（2005: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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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ke 與 Serban（1997）另對績效補助計畫執行過程中行政人員、立

法者、州層級高等教育官員、機構董事、機構行政人員、教授領導者等人

進行調查研究。這些人認為績效補助計畫執行時最大的困難處有三，即績

效指標的選擇、成功標準（標竿）的選擇，與透過該計畫所分配之經費下

限。很明顯地，指標與標竿的選擇為績效補助法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而

據此分配之經費多寡則與大學機構是否會認真看待該計畫有關，因為若透

過績效本位補助計畫所分配之金額過低，大學機構或決策者會認真看待績

效補助計畫之機率亦隨之降低（引自 Layzell, 1998: 108-110）。 

Albright（1998）進一步分析「州立高等教育行政主管協會」（State Higher 

Education Executive Officers, SHEEO）的調查報告後，發現大學機構確實

能從績效經費補助計畫中獲得利益，例如藉由績效報告的呈現，提升與政

治人物的溝通並獲得支持、提昇改善績效的誘因，提供以註冊人數為補助

基礎以外的選擇等。但績效模式的設計與執行並非沒有困難度，也必須在

降低大學自主權與增加州政府檢視與控制之間尋求平衡點。再者，必須克

服對於評估「品質」時所遭遇的困難，尤其評估與學生學習有關之品質時

尤甚。此外，績效標準亦須能反映大學機構間任務的差異性。因此，儘管

美國許多州政府引進績效模式後具有成功經驗，但學者亦認為企圖將績效

模式視為是唯一且最佳的大學治理模式仍然言之過早（引自 Atkinson- 

Grosjean & Grosjean, 2000）。 

 
三、績效補助之運用實例 

美國大學績效補助模式最早由田納西州於 1970 年代中期引進，此後

二十年間，田納西州一直是美國唯一運用該模式來分配經費的州。惟至

1990 年代以後，隨著政府財政緊縮與社會大眾對績效責任的重視，政府對

公立大學績效責任之要求重心有轉移的跡象，由原來對經費支出之重視逐

漸移轉到對教育結果的強調，遂讓以績效為基礎的補助模式開始蓬勃發

展，並出現大量追隨者。直到今日，美國許多州政府皆會定期檢視各校的

學術計畫成效，特別是與生產力有關的部分（Burke & Serban, 1998；Burke 

& Minassians, 2002a、2002b；Kaiser, Vossensteyn & Koelman, 2001: 135）。 

田納西州的大學績效補助計畫實施至今已有將近三十年的歷史，其運

作結果常被視為是績效補助計畫的成功典範（Kaiser, Vossenstey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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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elman, 2001: 1）。此外，南卡羅來納州（State of South Carolina）之大學

績效補助計畫則為一個相當特別的個案，因該州績效補助計畫所採用的指

標數目不僅居於全美之冠，其立法者更企圖將政府對公立大學之補助，全

數透過大學各項指標上的表現來進行分配。基於此，本研究將以美國田納

西州與南卡羅來那州之大學績效經費分配方式為例，進一步說明於下。 

 
（一）田納西州績效經費分配 

美國自從田納西州於 1978 年引進績效本位補助（performance-based 

funding）計畫後，其運作成效引起其他各州紛紛起而效尤，遂讓以大學表

現做為經費分配基礎之方式在美國開始有明顯增加趨勢（Kaiser, 

Vossensteyn, & Koelman, 2001: 1）。 

田州於 1967 年成立「田納西州高等教育協調委員會」（Tennessee Higher 

Education Coordinating Board, THEC），其後更名為「田納西州高等教育委員

會」（Tennessee Higher Education Commission, THEC），負責分配大學預算並

提供發展建議。田州法律亦要求該委員會需規劃教育政策、設計補助公式並

提出指導方針，以協助州內大學經費之公平分配及有效運用，前述指導方針

必須考量各大學機構之註冊人數、學術研究計畫與不同層級之異同。THEC

除代表所有大學機構和立法機關協調與大學有關的權益外，對大學經費需求的

發展與履行亦負有責任。數十年來，THEC 被認為能兼顧機構的同質與異質需

求，公正且公平地分配政府經費。 

THEC 於 1975 年提出一個具有開創性之政府經費補助計畫，並進一步發

展出一組績效標準。而各大學機構藉由其在教學績效指標之良好表現，可獲

得額外經費，前述指標不僅由教育標準構成，也包括其他利害關係人（如學

生、校友與雇主）之判斷。歷經多年調整，田納西州大學績效模式目前採用

的指標主要針對大學教學和學習活動成果進行調查，如大學得到認可機構認

可項目之比例、學生在某些測驗中之平均成績、學生及校友的滿意度與學生

就業率等（Kaiser, Vossensteyn, & Koelman,2001: 4, 134）。 

THEC 分配給州內公立大學機構的經費係透過公式計算來分配，分為

基本需求補助與績效本位獎助兩種。茲將其計算公式構成要素整理如表3-9

所示。各大學機構透過公式計算出來的總支出，扣除機構其他收入來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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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生活費、州外居民學費、利息收入等）後，即為州政府補助各大學之經費額

度（Kaiser, Vossensteyn, & Koelman, 2001: 134-141）。 

表 3-9 美國田納西州大學經費補助公式構成要素 
類型 項    目 內 容 說 明 

1.教學與學術支援 

教學與學術支出為大學最大宗支出，1999/2000 佔

58%，教學經費公式以教師薪資與生師比做為計算基

礎。按各校生師比決定教師人數後再乘上教師薪資，最

後算出各大學教學與學術支援經費，調整因素包括研究

助理及設備等，圖書經費則以全時學生為計算基礎。 
2.硬體設備的維護

與運作 
基本維護費是以每平方英尺之單位成本乘上學校面

積，該單位成本會定期調整以反映物價。 

3.學校行政經費 

學校行政經費佔總經費 10%，包括校長辦公室、業務單

位辦公室、個人辦公室、公共資訊與校園安全等。

1999/2000 年所使用的公式中，每平方英尺的校園安全

成本為 0.0675 美元。 

4.學生服務 包括招生、歸檔、教務長、學生財務補助、保健運動等。

將學生人數乘上一固定數值(177 美元)做為學生服務成本。

5.研究活動 
包括機構、研究所和專案計畫經費，以上年度所獲得的

研究經費為基礎，乘上 1.5 倍。此外，在特別預算方面，

係根據上年度之比例分配給各大學。 
6.公共服務 基本數額再加上按照公式分配給學校的經費百分比。 
7.教職員福利 以前一年度的實際經費為基礎。 

8.學生財務支援 

以本年度聯邦政府的實際分配數為基礎，包括學生工讀

計畫、學生貸款計畫。對學生的財務援助計畫包括補

助、獎學金、工讀與貸款等，其中 75%由聯邦政府提供。

20%由私人企業贊助；5%由州政府提供。同一學生可

能獲得一種以上補助計畫之財務支援。 

9.特別分配 如中小企業發展中心等專門撥款，係以前一年度之分配

數為計算基礎再進行調整。 
10.廢除種族隔離 以前一年度之經費為計算基礎。 

11.設備更新及補充 就游泳池而言，30%是按照招生比例；70%是按照學校

設備總量來分配。 

基本需

求補助 

12.物價膨脹因素  

績效本

位獎助 13.績效補助 
對於機構在選擇性標準上的學術表現提供獎勵性質的

經費補助。一所機構當年度最多可獲得額外 5.45%的政

府撥款。 
資料來源：整理自 Kaiser, Vossensteyn 與 Koelman（2001: 134-141）。 

田州績效補助方式之最大特色，在於其績效補助模式所分配的經費為

「非相互競爭」經費。易言之，所有公立大學都有機會獲得額外的獎勵經

費，假如某機構未能獲得，則其他機構也無法從中獲利，故為一種自我競

爭而非相互競爭的績效補助計畫。在 1980 至 1981 年間，田州公立大學之

績效補助僅佔總預算之 2%，目前該比例已提高至 5.45%。高等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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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該州計算經費補助之核心要素有三：1.對各機構的經費補助每年會在

一個量化公式的基礎上重新計算；2.對於特定單位或計畫，其補助金額係

以上年度預算為基礎再加上對機構改進之額外獎勵；3.對方案的補助係採

取需求本位經費補助。 

田州的績效補助計畫係採五年一個循環的執行方式，其績效評估標準與

評分協議是由州立大學董事會、學者專家，與州立大學代表積極參與後發展而

來。其中學生和教授是績效補助計畫之核心，而高品質教學與學生成就改善則

是計畫焦點所在。績效評估標準共分為四大構面，10 項指標，構面與指標數

目每年均有所調整（Kaiser, Vossensteyn, & Koelman, 2001: 141-142）。田納西州

2000~2004 教學活動績效指標如表 3-10 所示。 

 

表 3-10 美國田納西州 2000~2004 教學活動績效指標 
構 面 指 標 目    的 

通識教育成果的基礎測驗
透過畢業生在標準化通識測驗表現來提供機

構改善通識教育課程計畫品質之誘因 

其他實驗性的評鑑方案 
提供機構對評估學生通識教育成果採取實驗

性評鑑方式的誘因 

方案的績效責任 
提供機構完成與維持課程計畫之卓越與通過

認可 

評 鑑 

主要領域評鑑 
透過畢業生考試表現來提供機構改善課程計

畫品質的誘因 

入學人口/校友/雇主調查 
為改進前次 PBF 循環的缺點，THEC 改良了

問卷中問題的權重 學生滿意度 
銜接與轉學標準 提供機構改善轉學與銜接人口質量誘因  

機構策略規劃之目的 
藉由評估機構方案計畫的進展是否朝其策略

規劃目的前進，來提供機構改善課程計畫品

質的誘因 
規劃與合作 

州策略規畫主要目的 
藉由評估機構方案計畫的進展是否朝州政府

策略規劃目的前進，來提供機構改善課程計

畫品質的誘因 

輸出成就：學生繼續就學

之情形 
藉由評估特定團體的續學率來提供機構改善

課程計畫品質的誘因 學生成果與

成就 
評鑑成就 

瞭解機構是否將經由與績效補助有關評鑑

所獲得的資訊運用於日常運作中 

資料來源：Kaiser, Vossensteyn 與 Koelman（2001: 145）。 

在上述指標中，約有 60%的績效指標與學生成就及學生滿意度有關；另

40%則與研究計畫及機構表現有關（THEC,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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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田納西州政府也面臨大學預算被刪減的窘境，故需積極尋求

解決之道。田州大學系統在 2002 年及 2003 年被縮減約 9%之經費預算，

亦為美國境內預算被刪減最多的州之一，導致田州境內公立大學校院所能

獲得的經費平均僅為鄰近各州公立大學之 82%左右。基此，田州大學系統

一來必須處理因學生人口增加所衍生之教育成本上漲問題，另方面又需應

付社會大眾對高等教育績效責任與卓越發展的要求，再加上政府預算的逐

年刪減，導致大學系統面臨巨大的經營壓力。有鑑於此，州政府遂開始將

焦點置於大學經費分配機制之強化，藉謀求解決之道（Deaton, 2004: 1-2）。 

由於田納西州是美國績效補助計畫的領航者之一，績效補助計畫的採

用，讓田州大學教育系統在 1970 年代晚期即開始引進績效責任的概念。

目前田納西州大學教育政策目標包括接近性、績效責任、機構使命等，與

傳統經費計算公式重視提高入學人口不同，田州各大學機構為了獲得更多

的經費補助皆須接受績效評估，將其實際表現與標竿進行比較後，依計分

來決定所能獲得的補助金額（Deaton, 2004: 5）。 

在田納西州大學教育系統的發展史上，理論上績效責任早應透過計算

公式與州政府經費分配產生直接連結。然而就實際經費計算公式觀之，由

於入學機會（access）亦為田州大學教育政策的目標一，故在計算公式中

透過學生註冊學人數來分配經費的情形仍然存在。此種計算因子很明顯地

並非績效責任所要求之績效標準。以畢業率為例，田州大部分公立大學其

學生畢業率都低於全州平均水準，然而計算公式中卻蓄意忽略此情況；此

外，以學生註冊人數來計算經費補助，隱含著鼓勵學校默許學生繼續留校

而非儘早畢業的誘因，這些情況皆已經受到田州立法機關的高度重視。在

THEC 所提出之「田納西州總體計畫，2000-2005」中，其行動方案之一即為

組成「公式審查委員會」（Formula Review Committee），對田納西州經費補助

公式之方法論進行重新檢視（Deaton, 2004: 6-10）。 

此外，由大學發展過程觀之，大學經費計算公式可說是塑造大學機構行

為的主要驅力。透過計算公式要素的設計，可以鼓勵大學機構提高入學機會；

透過績效補助計畫的引進，則可以鼓勵機構提高績效責任。然而不可諱言地，

許多重要議題仍未適當地反映在經費計算公式中（Deaton, 2004: 11）。這也是

田納西州「公式審查委員會」未來要努力的工作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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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卡羅來納州績效經費分配 

基於田納西州之成功經驗，阿肯色州、密蘇里州與俄亥俄州等州也開

始執行類似的績效本位大學經費補助計畫，其中南卡羅來納州（State of 

South Carolina）政府更將其對公立大學校院之預算總額，透過 37 個明確

的績效指標進行分配（Atkinson-Grosjean & Grosjean, 2000）。1996 年，南

卡羅來納州立法者接受民營企業經營者建議，開始執行一項全美最重大的

績效補助計畫。根據該州同年所通過之 359 號法案規定，南卡州政府對於

州內公立大學機構之經費補助方式產生重大變化，決定由「州立高等教育

委員會」（the State Commiss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CHE）在 2000 年之前

分階段推動 37 個績效指標，州政府大學經費總額則視各公立大學機構在

指標上的實際表現來分配。當美國其他州僅有 1%～5%的大學經費採取績

效經費分配方式時，南卡績效補助計畫的特殊性即相當明確（Layzell, 1998: 

109；1999: 243）。 

南卡州政府績效補助計畫之實施可分為兩大程序（SC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2004: I.3-7）：第一階段，先決定各大學機構的財務需求，

係以美國境內具有相似任務、規模及課程複雜度之大學機構的教育成本，

來決定州內公立大學應收到的預算總額，此部分稱為大學的「任務資源需

求」（Mission Resource Requirement，MRR）。MRR 需經州預算編列程序，

但高等教育委員會在州議會中所提之下年度經費要求也會被納入考量。第

二階段，將各大學在每一個指標項目上的績效表現進行排名，以各大學在

經過委員會檢視之各項指標上的表現來排名，此部分可視為各大學的「成

績單」，當年度整體得分較高的大學，下年度將由前述「任務資源需求」

預算中分到較高比例經費。 

2004 年南卡大學績效補助計畫之經費分配過程如圖 3-1 所示。由該圖

可知，影響各大學當年度政府經費補助之因素包括機構上年度獲得的補助

金額，與當年度機構依表現所能得到的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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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I 
高等教育委員會決定大學校院的財務需求

StepII

高等教育委員會檢視和核准績效標準

高等教育委員會於年度終了時
將大學實際表現與前述標準進行評估比較

計算整體的表現得分並考量去年的撥款金額
與財務需求（MRR）後決定對各機構的撥款

 

圖 3-1  2004 年美國南卡羅來納州績效補助計畫經費分配程序 
資料來源：修改自 SC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2004: I.8）。 

 
該州 2004 年所運用的績效指標系統共計包含 9 項關鍵成功要素與 37

個績效指標，如表 3-11 所示。 

表 3-11 美國南卡羅來納州大學績效補助計畫之績效指標 
關鍵成功要素 指 標 細 項 

機構任務 
達成機構宗旨的經費支出、為完成宗旨所提供的課程、機構宗旨的認

可、為達成機構宗旨所採取的策略規劃、策略規劃目標的達成程度

教師品質 
教授人數、教師表現評鑑系統、對終身職教授的檢視系統、教授薪資

津貼水準、上課以外教師輔導學生時間、教職員義務性社群或公眾服

務等活動的參與情形 

班級品質 班級規模與生師比、學分數、全職教師行政人員比、學位補助計畫的

認可、機構對教學品質改革的強調 

機構合作 機構內或機構之間技術/課程/設備與專業人員的共用情形、高等教育

機構與私人企業的合作情形 

行政效率 行政費用佔學術成本的比率、最佳管理實務的應用、消除行政與學術

計畫的浪費與不正當的抄襲、經常門支出 

入學條件 全體學生的 SAT/ACT 成績、高中班級名次、學生成績平均落點、大

學生的非學術成就、州內居民入學的優先權 

畢業生定向 畢業率、畢業生就業率、雇主的回饋專業證照的考試成績、畢業生繼

續求學的人數、畢業學分數 

機構友善情形 不同機構頒發學位互相承認的程度、繼續教育計畫、機構對州內市民

的開放程度 
研究補助收入 師資培育改革的經費補助、公部門或私部門的經費補助 

資料來源：SC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2004: II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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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構以在各項績效指標上的平均得分來決定其整體表現。但由於不

同類型機構（研究型、教學型、技術學院）適用之指標不同，因此各機構

實際採用的指標將不超過 14 個。大學機構在每個指標上的表現可分為三

級，第一級為「卓越」（Exceeds），可得分 3 分、第二級為「通過」（Achieves），

得分 2 分、第三級則為「未通過」（Does Not Achieve），得分 1 分。而對於

得分為 1 分和 2 分的機構，如果能證明當年度表現優於前三年的平均數，

則可再獲得 0.5 分。最後再依各大學機構在績效指標上的平均得分將機構

之績效評估結果分為 5 類，如表 3-12 所示。 

表 3-12 美國南卡羅來納州大學績效評估結果 
績效評估結果 整體得分範圍 

多數卓越 2.85 – 3.00 
卓越 2.60 – 2.84 
通過 2.00 – 2.59 
未通過 1.45 – 1.99 

多數未通過 1.00 – 1.44 

資料來源：SC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2004: I.9）。 
 
由上可知，南卡來納州境內各公立大學當年度收到來自政府補助金額

包含兩部分，1.依大學上年度經費調整後之基本補助款；2.依大學當年度

績效表現所決定的額外獎勵金。茲將其內容進一步說明如下（SC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2004: I.11-12）： 

1.上年度基本經費 

(1)績效評估結果較佳者：在表 3-1-12 中大學機構績效評估結果為「通

過」以上（包括「通過」）者，可收到與上年度等額的補助金額。 

(2)績效評估結果較差者：在表 3-1-12 中表現範疇在「通過」以下者，

將再細分為兩類：A.「未通過」之機構將被扣除 3%之經費補助；B.

「多數未通過」之機構將被扣除 5%之經費補助。C.前項被扣除的經

費將分配給其他機構。 

2.當年度績效獎勵 

獎勵經費來自於立法機關通過的「新預算」（new dollars），加上績

效評估結果在「通過」以下之大學被扣除的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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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績效本位預算分配方式，在美國已經愈來愈普遍的趨勢。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實施多年的績效補助計畫，在美國其實仍為一項

具高度爭議性之計畫，並引發下列討論：(一) 愈來愈多的績效評估與官僚

制度伴隨著績效計畫而來，致大學教職員對政府相關政策逐漸失去熱忱。

惟若缺少內部成員的支持與參與，績效補助計畫將與一般評鑑作業無異，

故績效補助計畫須在內部成員需求與外部績效責任之間尋求平衡；(二)績

效補助計畫將大學指標表現與政府經費進行連結，造成大學機構間競爭多

於合作；(三)為了獲得更多經費補助，大學將以符應政府訂定指標為依歸，

可能導致大學過度順從並抑制創新的可能性；(四)競爭經費導致大學預算

的不穩定，同時影響大學機構謀求其他財源管道，與規劃長期改革的積極

性；(五)在政府教育資源短缺的前提下，依大學表現來分配經費並不公平，

將讓大學機構成為政府教育投資不足之代罪羔羊（Chalmers, Lee & Walker, 

2008: 66；Noland, 2006: 64, 66；Orr, 2005: 32-34）。 

此外，若就南卡羅來納州推動之績效經費補助計畫而言，州政府雖號

稱州內公立大學經費 100%皆採取績效本位方式來補助，但實際上仍有一

部份係依照機構上年度經費預算調整，以作為機構基本運作經費。且儘管

南卡羅來納州之州政府至今仍堅持其績效補助計畫為一成功典範，但學界

對該計畫依然批評聲浪不斷，各界褒貶不一。更有學者直指南卡羅來納州

的經驗是「短暫存在」的，並認為僅有議會支持並非大學經費政策成功的

先決條件（Noland, 2006: 61-62）。相較於南卡羅來納州所受之批評，美國

田納西州推動績效經費補助計畫之經驗不但歷史更為悠久，方式也較為保

守。目前田州政府分配給公立大學之經費分為基本需求補助與績效本位獎

助兩種，且其績效補助預算僅佔總預算之 5.45%。 

總之，目前美國除南卡羅來納州外，其他各州透過大學表現來分配的

競爭經費，其額度僅占總經費之 1%~5%而已。由此可知，儘管美國許多州

政府在引進績效補助計畫後具有成功經驗，但企圖將績效補助計畫視為是

唯一且最佳的大學經費補助模式仍然言之過早。這也再次呼應第二章中

Van Vught 對大學績效本位經費分配趨勢的警示，他認為大學評鑑結果與

政府經費分配之間不應建立直接且緊密的關係，以避免戕害大學自主與多元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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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英國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分配 

英國高等教育系統可視為是美國與歐洲之間的橋樑，其入學程序與學

士/碩士系統的運作，雖與美國較類似；但其經費補助機制和以公立高等教

育機構為主的事實，卻與歐洲其他國家相近（Jongbloed & Vossensteyn, 2001: 

38）。本節針對英國大學發展背景與運作現況、英國大學品質保證與績效

評估，及英國大學經費來源與分配方式加以說明，最後並就本節重點進行

歸納整理。 

 
壹、英國大學發展背景與運作現況 

1960 年代以前，由於學界對卓越發展與菁英主義的堅持，及抱持著「學

術標準一旦降低就無法回頭」之信念，讓英國高等教育擴張情況相較於歐

美其他國家而言顯得保守；然而因傳統大學過於緩慢的擴張速度，已無法

充分滿足社會大眾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致高等教育供需失衡情形逐步演

變為政治議題，最後迫使英國政府不得不成立「羅賓斯委員會」（Robbins 

Committee）作為因應，並針對英國高等教育之現況與未來發展進行廣泛討

論。後來該委員會於 1963 年出版「羅賓斯高等教育報告書」（Robbins 

Report），建議英國政府應該更致力於高等教育的擴充，而英國政府亦據此

擬訂出有名的高等教育「雙軌制」（dual system）發展計畫，進而導致多元

技術學院（polytechnics）的出現（詹火生、楊瑩，1992：37-38）。 

英國早期的多元技術學院，其功能乃是以提供職業或技術教育為主，

並受到「地方教育當局」（Local Education Authority, LEA）管轄。相對於

傳統大學而言，多元技術學院的地位較低，係以服務勞工階級為設立宗

旨，除將焦點置於實務導向技能的傳授外，且傾向於提供學習者部分時間

而非全時的進修機會，以便更能符合勞工階級兼顧工作與進修的需求。英

國政府更近一步指出此種將大學置於頂端，其它高等教育機構居次的階層

化安排乃是依據「階梯原則」（ladder principle）而來，並認為透過此種雙

軌制的運行，可讓不同層次的高等教育機構對高等教育整體系統作出獨特

的貢獻（Becher & Kogan, 1992: 30）。 

至 1980 年代末期，英國二元分立的高等教育體系開始有了顯著改變。

1987 年英國政府公布「高等教育：面對挑戰」（Higher Education: Mee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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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白皮書，強調由於高等教育所培育出來的人才，其素質應由未

來就業後的雇主所評價，故專業知能之培訓不僅是英國高等教育之發展方

向，同時也是受教者應有的權利。基於前述官方與民間對於高等教育應更

貼近國家經濟發展的共識，英國政府首先於 1988 年頒布了「教育改革法

案」（Education Reform Act of 1988, 簡稱 ERA）。英國政府並指出，為了強

化多元技術學院擔負起國家整體經濟發展重責的功能，故將某些原先隸屬

於地方教育當局管轄的學院，逐步收歸由中央政府負責督管。這項改變使

得多元技術與高等教育學院脫離了地方政府的直接控制，轉而成為獨立的

法人組織（陳舜芬，1993：236；詹火生、楊瑩，1992：38）。 

其次，英國政府於 1992 年又進一步頒布「擴充與高等教育法案」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 Act of 1992, FHEA），欲藉此提昇高等教育

體系的統整性，並為英國著名的高等教育雙軌制度劃下休止符。由於該法

案公布後，允許多元技術學院之校名使用「大學」字眼，故為區分崇尚學

術研究的傳統大學與側重技術培訓的新式大學，目前英國人習慣將高等教

育機構分為兩類，即「舊大學」與「新大學」。前者係指早期必須獲頒皇

家憲章或議會法令才得以設立的高等教育機構；後者則指 1992 年以後由

多元技術學院等單位改組而成的高等教育機構（HEFCE, 2005a: 5）。 

由上可知，英國大學的設立可歸納為四個波段，第一波為牛津與劍橋

大學的創立；第二波是 19 世紀為了滿足工業革命後學生與雇主需求而設

立之「紅磚大學」；第三波為 1960 年代再次為了滿足社會大眾對於高等教

育成長之需求而設立的大學；第四波則為 1992 年以後由多元技術學院轉

型而成的新大學（1992 年以前所設立的大學則相對被稱為「舊大學」）。前

兩波所設立的大學係由皇家憲章賦予合法地位，其後設立之大學其合法地

位則是建立在國會頒佈法令之基礎上；惟無論學校法律地位基礎為何，所

有大學都是屬於自我管理的大學（Leišytė, 2007: 15）。 

在大學內部的治理上，由於英國大學系統的特色為自主與法治化，大

學自治傳統在英國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過去

英國政府對於大學內部各項事務之運作，一直給予學校較大的自主空間。

另在機構內部資源分配與政策制訂上，英國大學通常都設有一個正式的管

理組織，常被稱作「委員會」（Council）、「董事會」（Board of Governors），



第三章 實務探討 

 87

或者是「理事會」（Senate），這些單位具有財務、立法與行政運作等控制

權力（Miller, 1995: 93）。然而隨著時代變遷，現代化的大學也開始改變過

去菁英時代的學院運作模式，轉趨以企業模式來經營。Rochford（2001: 

49-50）即指出，有效的大學財務經營管理，對於組織發展過程中所面臨的

各種變化應能立即回應；然而英國大學傳統的決策典範，卻無法滿足這種

即時回應的需求，甚至成為大學經營管理的絆腳石。再加上各界近年來對

大學財務經營績效不彰之批評不斷地浮現檯面，故就算大學校院再怎麼不

情願，面對接受政府高額經費補助的現實，也有義務回應社會大眾對其經

營績效的質疑。 

在各界的批評聲浪下，英國大學校院為防止外力干預內部運作，曾於

1984 年由「大學校長委員會」（Committee of Vice-Chancellors and Principals, 

CVCP）主動成立「Jarratt 委員會」，針對大學內部組織與領導進行研究，

其目的在於讓政府和大學資助委員會（UGC）相信，大學正在嚴肅、認真

地探討提高效率的可行之道。在此之前，大學結構與管理方式從未如此這

般地受到檢視，遑論由外部專家用審核企業運作效率之模式來評估大學表

現。翌年，委員會公佈 Jarratt 報告書，向政府、大學資助委員會，及大學

校長委員會（CVCP）提出一系列的建議。包括大學的管理模式要更企業

化，大學校長應同時兼負行政及學術領導之責，且最好能接受企管方面的

訓練，大學應將預算規畫的工作交付給專責單位負責，並可參酌業界財務

管理方式，編制各科系的收支損益表，以增進經費分配及運用的績效等

（Sandbach & Thomas, 1996: 61-62）。 

Jarratt 委員會更進一步指出，大學機構是一個由管理委員會、學術責

任與教育需求等要素聯結而成的複雜組織，且由於大學具有下列特徵：所

從事的活動具多樣化與廣泛性、大學自主的管理傳統（此傳統雖提供大學

機構內部強烈的整合力量，但也可能因此延誤或阻礙重要政策之推動）、

專業忠誠度（大學教師常關心自己的地位是否受人尊重）等，遂讓大學的

管理與行政程序較一般企業組織更為複雜。基於此，Jarratt 委員會宣稱英

國大學教育資源的分配是破碎與不協調的，並建議設置管理當局來負責策

略規畫並建立整體優先順序、藉由授權來克服大學財務管理的缺失

（Williams, 199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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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大學發展現況而言，英國係由英格蘭、蘇格蘭、威爾斯與北愛爾蘭

等四個不同的行政區域所組成，且各行政區域在公共經費的補助機制上各

自擁有其政策與實務。目前英國共有 109 所大學，包括英格蘭 90 所、蘇

格蘭 14 所、威爾斯 3 所及北愛爾蘭 2 所（Universities UK, 2008）。隨著高

等教育的擴充，有鑑於教育事務內容日趨龐雜，為了持續提升大學競爭力

以保持世界領先地位，英國新任首相 Golden Brown 遂於內閣改組後將各部

會相關業務進行重整，並於 2007 年 6 月 28 日新設立「兒童、學校暨家庭

部」（Department for Children, Schools and Families, DCSF）與「創新、大學

暨技能部」（Department for Innovation, Universities and Skills, DIUS）以取

代過去幾年之「教育與技能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 

DfES）。其中「創新、大學及技能部」（DIUS）即為目前英格蘭高等教育

行政主管機關。 

 
貳、英國大學品質保證與績效評估 

茲就英國大學績效責任概念之興起、大學評鑑作業之實施與大學績效

報告之公布分述如下： 
 

一、績效責任概念之興起 

若就近年來英國家大學發展的情形觀之，不但機構外部之社會大眾對

於各大學經費運用績效的關注逐漸升高；內部成員對於教學與研究酬賞的

要求也日益加重。此兩種需求結合後對大學造成一股不可抗拒的壓力，迫

使各大學必須以更有效的方式籌措、分配與運用資源。且一般而言，機構

內部資源分配的方法常為複製外部經費分配模式而來。 

首先就大學機構外部環境之變遷而言，由於國家財政的緊縮，1980

年代初期英國政府開始削減高教經費，然而在三年內陸續刪減高等教育

17%的經費後，政府對於大學教育品質與效率之要求標準卻未因此而降

低；反之，英國政府對大學教育所抱持的態度，仍是要求各大學「以較少

的經費做更多的事」（戴曉霞，2000：209-210）。根據 1988 年教育改革法

案之規定，英國大學廢止新進學術成員的終身職，以強化高等教育機構人

事任用的彈性，並增加高等教育機構的經費運用效率（戴曉霞，1999：132；

Mackinnon & Statham, 1999: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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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目前英國大學與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之間的關係是透過財務備

忘錄來規定細節，各大學若接受公共經費補助則必須在備忘錄上簽字。透

過備忘錄，大學一方面必須對使用公共經費負擔適當的績效責任；另方面

也促使大學來自於政府之官僚控制最少化（Lowe, 1996: 136）。然而維持這

樣理想的均衡並不容易，委員會偶而也會收到學界批評其過度干擾大學運

作；但即使如此，仍被社會大眾認為是值得的，因為「干預」多少也反映

出政府對於大學經營績效的重視。 

其次就大學內部環境之變革觀之，自從 1980 年代中期以來，英國各

大學校院內部資源分配的過程就一直受到兩個特別議題所影響，其一為管

理主義的引進，根據 1985 年公佈的 Jarratt Report，內容建議學校應將預算

規畫之工作交付給專責的單位負責，以增進經費分配及運用績效；此外，

該報告書並建議此專責機構可參酌企業界財務管理方式，編制各科系損益

表，此種作法隨後在大學之間也有愈來愈普遍的趨勢。其二為預算分配方

式的改變，由傳統的整筆補助轉為更強調公式計算與透明化的分配過程，

而且校內資源分配的模式常常是反應撥款委員會資源分配方式（Sandbach 

& Thomas, 1996: 61-62）。 

 

二、大學評鑑作業之實施 

英國大學品質保證機制主要由完善的教學與研究品質評鑑作業所構

成。英國大學評鑑作業之興起，與大學在過去二十年來所面臨之經營方式

的改變有關。換言之，由於大學教育的擴張、國家財政的緊縮，使英國大

學與政府間的關係逐漸產生變化，英國政府一改過去不多干預大學運作之

傳統，亦開始要求各大學必須對公共經費的運用負起績效責任。據此，英

國政府與負責維護大學品質之半官方機構，每年都會公開出版與大學品質

有關之評鑑報告。近年來，伴隨著社會大眾對大學績效責任的強調，品質

保證的概念更逐步滲入英國一般大學的治理範疇中。 

根據 2005 年「英國高等教育指南」(Higher Education in England)所述，

目前英國大學品質保證機制主要由大學內部品質管控程序及外部品質評

鑑作業所構成（HEFCE, 2005a: 16）。且英國政府將大學教學和研究活動之

外部評鑑作業委由不同單位來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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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教學方面，係由1997年成立之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局（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in Higher Education, QAA）統籌辦理，負責大學機構的

品質審核（institutional audits）。其次在研究方面，則由隸屬於HEFCE之研

究評鑑作業小組每隔數年執行研究評鑑作業（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前述教學與研究評鑑作業代表英國大學系統存在已久的品質評鑑

計畫，但二者皆頗受爭議（Atkinson-Grosjean & Grosjean, 2000）。茲就英

國教學品質評量與研究評鑑作業之內容說明於下。 

 

（一）教學品質評量 

1997年時，全國高等教育研究委員會」（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Inquiry in Higher Education, NCIHE）公布《學習社會中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in the Learning Society) 報告書（又名Dearing報告書），文中指出

因英國大學品質保證機制缺乏統整，不但造成作業重複與資源浪費，更增

加大學額外的行政負擔，故建議政府應對現有的大學評鑑機制進行整合。

報告書亦明白表示，政府為確保大學品質應對大學採取某些干預措施，包

括對於大學的發展目標、結構、規模與功能等項目，進行更完整的規劃與

設計，同時需設置一個專責機構來負責大學品質審核工作，並將「經費補

助」與「品質保證」等功能加以結合（NCIHE, 1997；Morley, 2003: 17-18）。 

為了回應報告書的建議，英國教育與技能部（DfES）遂將「品質評鑑

委員會」（QAC）與「高等教育品質審議會」（HEQC）加以整合，另於1997

年成立「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局」（QAA）作為審核大學教學品質與標準之

專責單位（QAA, 2005）。QAA在性質上是一個接受大學經費資助，並承辦

HEFCs契約委託之獨立法人機構，其宗旨在於確保大學學位標準與教學品

質，以提昇社會大眾對高等教育的信心。至於大學研究評鑑作業，則仍由

HEFCs所屬之研究品質評鑑團隊來規劃執行。此外，英國政府並依據報告

書建議，成立一個「教與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負責進行大學師資的專業發展和認可工作（Morley, 2003: 17-18）。 

1997年10月，QAA即與HEFCE簽約執行英格蘭地區之大學學術評鑑工

作，除此之外，QAA亦負責北愛爾蘭地區之學術評鑑業務，至於蘇格蘭及

威爾斯地區之學術評鑑則分由該地區之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負責。QAA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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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時對大學機構所進行的學術評鑑原分為兩個層級，亦即「學科品質評

量」（quality assessment of subject）與「機構品質審核」（quality audit of 

institution），早期教學評鑑重點亦傾向於學科檢視；但近年來，由於QAA

主管人員認為外部評鑑作業無論如何審慎為之，仍無法提供申請者與雇主

所要求之最新且全面的大學學科品質與標準資訊（QAA, 2005: 1）。再加上

為減少因外部評鑑次數過多所造成的學校行政負擔，故QAA評鑑之重點遂

慢慢由學科層級轉移至機構層級（Morley, 2003: 17）。至2005年以後，已終

止學科層級的品質評量（楊瑩，2009：49）。 

易言之，目前QAA已停辦英格蘭和北愛爾蘭地區高等教育機構學科層

級的教學品質評量，而代之以機構層級的品質審核。機構品質審核之主要

目的在於確保各高等教育機構能具備一較完善的自我品質保證機制，並藉

由自我檢討與不斷改善之過程，建構一個具有基本品質水準的教學環境，

以提升教學品質（楊瑩，2009：49-50）。 

 

（二）研究評鑑作業 

英國政府因堅信評鑑作業有助於提昇大學研究品質，故自1980年代中

期以後由HEFCs每隔四到五年舉辦一次「研究評鑑作業」（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藉此促進大學校院為競爭研究經費而必須參考

國家或國際標準，進而有卓越的研究表現。英國大學研究評鑑作業於1986

年首次實施，其後又分別於1989年、1992年、1996、2001及2008年辦理第

二至六次評鑑作業。 

研究評鑑作業之實施旨在提升英國大學機構的研究品質與國際競爭

力，並確保擁有較高研究水準的單位可獲得較充足的經費奧援。易言之，

研究評鑑除可確保大學研究品質外，另一個重要的目的即為針對高等教育

的研究成果進行評等，以作為研究經費分配的依據，而其特色則在於以國

際研究水準來進行評鑑，各次評鑑作業的評鑑水準具有一致性，評鑑過程

亦透明公開，且相當重視跨領域研究並肯定應用性研究（HERO, 2001）。 

對英國各大學而言，HEFCs依評鑑結果所分配的研究經費，係為各大

學研究收入之最大宗來源。再者，評鑑結果等級之高低亦可說是一種對大

學研究品質之肯定，不僅成為各校提高學術聲望的主要途徑，也常被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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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吸引國內外優秀研究人才的重大誘因，因此各大學校院對於HEFCs研究

評鑑作業之辦理皆不敢掉以輕心。由上可知，英國大學研究評鑑作業最初

實施之目的在於以國家和國際標準來評鑑大學研究成果，並採擇優補助，

將研究經費集中分配給等級較高的機構，後來則在於證明政府對大學的補

助是基於品質改善的基礎，並對某領域表現傑出者加以酬賞

（Atkinson-Grosjean & Grosjean, 2000）。 

2001年研究評鑑作業告一段落後，英國政府曾委託Sir Gareth Roberts

等人組成Roberts委員會，針對2001年研究評鑑作業之實施過程與執行成效

進行檢討，並於2003年8月發表《研究評鑑檢討報告書》(Review of research 

assessment)。委員會成員認為下列幾點應被賦予更多關注，包括1.研究評

鑑結果對各大學研究經費的後續影響；2.因受評單位愈來愈熟悉RAE的遊

戲規則導致評鑑活動之有效性危機；3.伴隨評鑑活動而來的行政負擔；4.

評鑑結果不同等級的區辨力不足等（HEFCE, 2003b）。 

此外，委員會成員並提出下列建議：1.研究評鑑應建立在專家判斷的

基礎上；2.為避免造成各大學之行政負擔，研究評鑑作業之辦理時程可調

整為每六年一個循環；3.在辦理研究評鑑作業前二年，應對大學校院的研

究能力先進行機構層級的評鑑作業；其評鑑項目包括機構的研究策略、研

究人員的發展、公平的機會，與研究成果在同儕團體外之傳播情形等；4.

為強化評鑑功能，評鑑管道應更加多元；5.研究評鑑結果應由目前1至5*

之等級排列，改為以「品質報告」或「品質全貌」（quality profile）的方式

來呈現；6.確保評鑑小組的結構具有一致性；7.原則上每位受評人員所提

報之著作數量以四件為限，但為尊重學科差異，各學科領域之評鑑小組應

有決定其最高收件數的自主權。此外，各學科領域評鑑小組應確保其訂定

之評鑑標準能讓表現優秀之實務與應用研究具有脫穎而出的機會；8.評鑑

單位應雇用專職秘書，以負責各評鑑小組間的協調事宜（HEFCE, 2003b）。 

經過多次討論，HEFCE採納前述報告書之部分建議，將2008年起所實

施的研究評鑑作業之結果，不再使用過去由1～5*之7個評鑑等級呈現，改

為公布由「研究產出」、「研究環境」與「評估指標」三個因素共同架構的

「品質報告」。前述三個因素由各學科領域之評鑑小組就受評單位之品質

水準分為4星等，若未達足以評列等級者則歸為「無法列等」（unclass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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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依過去研究評鑑作業方式各大學僅能得知該校單一學門之評鑑等級，但

自2008年起各受評之大學機構則可獲得評鑑委員對該機構整體研究品質

之「品質全貌」。茲將前述4星等的定義說明如表3-13所示。 
 
表 3-13 英國 2008 年研究評鑑作業品質水準的定義 
項 目 說           明 

4* 研究品質在原創性、重要性與精確度上達到領先國際的水準 

3* 
研究品質在原創性、重要性與精確度上達到國際卓越水準，但仍未達到

最高級的卓越標準 
2* 研究品質在原創性、重要性與精確度上被認為具有國際水準 
1* 研究品質在原創性、重要性與精確度上被認為具有國家水準 

無法列等 
（u/c） 研究品質未達國家水準；或研究工作未符合評鑑作業所公布的研究定義

資料來源：RAE（2005: 31）。 

相較於前幾次的研究評鑑作業，Leišytė（2007: 56）指出 2008 年作業

內容之變革主要有三點，第一，可提供受評機構整體品質之報告，亦即評

鑑結果不再將各學門以 1～5*之 7 分等級來公布，代之以受評機構整體品

質之「等級報告」（grade profile），整體品質報告是由加權後的研究產出、

研究環境和評估指標的合計數所構成，此種方式讓撥款委員會更容易區辨

出具有卓越研究品質之受評單位，並降低過去依人為判斷將受評單位歸屬

於不同等級而對其經費補助所造成的重大影響。第二，可提高評鑑方式的

一致性，2008 年之 RAE 將採取雙輪評鑑小組架構（ two-tired panel 

structure），各學門除具有專門領域之專家小組負責其評鑑工作外，並會進

一步將所有學門之評鑑小組再次收編於 15 個主要評鑑小組之下，以確保

相關領域之受評單位其評鑑方法與評鑑標準具有一致性。第三，修訂評鑑

標準，亦即根據不同學門特性來修訂評鑑標準，以確保評鑑標準更具體、

明確，並可適用於應用或實務導向與跨學門的研究領域。 

在英國大學評鑑過程中，除書面審核與實地訪視外，也會運用量化指

標作為評鑑工具。雖然外界對研究評鑑作業強調輸出，並依賴統計資料而

非質性評價之情況時有批評（Atkinson-Grosjean & Grosjean, 2000），但量

化績效指標在英國高等教育系統中仍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因為當政府的

經費分配係以各大學評鑑結果為主要基礎時，大學的績效表現就成為經費

分配的重要元素（Jongbloed & Westerheijden, 199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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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雖然英國的教學評量與研究評鑑作業皆使用績效指標，但相較

於研究評鑑作業，教學品質評量所使用的量化資料較少。教學品質評量的

指標通常包括學生入學概況、每生支出、完成學業比率、學位頒發，與學

生取得學位後的就業狀況等。研究評鑑作業則採用與研究有關的指標如研

究出版品、研究補助收入、雇用助理及學生人數，與研究環境等，並透過

同儕團隊以國家和國際標準為基礎進行判斷（Atkinson-Grosjean & 

Grosjean, 2000）。 

 

三、大學績效報告之公布 

Cave, Hanney & Kogan（1991）曾介紹歐洲國家大學績效指標的發展，

發現績效指標在 1970 年代晚期時即被引進歐洲大學系統，顯示出政府想

要透過績效評估制度來改善大學經營成效的努力。OECD 從 1970 年代即

開始關注績效指標，也是由於各會員國高等教育系統財政緊縮之壓力所致

（引自 Cave et al., 1997: 43）。為了對選民負責，民意機關常要求大學校院

必須對其品質改善提出證據，此時績效指標即常被用來作為解決政治績效

責任與經費分配優先順序等問題之工具（Borden & Banta, 1994: 10）。 

Sizer（1990）進一步指出，就歐洲高等教育發展觀之，當績效指標首

次出現於大學相關議題之論壇時，其中以英國績效指標之發展情形最受矚

目，當時英國將績效指標引進高等教育系統之主要驅力係來自於 Thatcher

政府（引自 Jongbloed & Westerheijden,1994: 42）。易言之，英國高等教育

系統導入績效指標可說是政治運作的產物，由於 1980 年代高等教育系統

正歷經變革階段，英國政府遂決定順勢將當時正如火如荼進行的公部門改

革原則，例如強調經濟、效率與效能之績效責任，與成果導向的績效評估

等概念亦一併引進大學系統中（Cave et al., 1997: 3）。再加上當時英國政府

大學校院之運作效率十分不滿，故導致政府對大學控制的力量逐漸增強。

當 1981 年 UGC 首度刪減大學的整筆補助時，英國政府與學術社群間的緊

張關係已達高峰，當時英國政府雖宣稱大學補助的降低與教學品質無關，

但也從未公布政府刪減大學經費之標準何在。前述事件所引起的後續效

應，包括大學需對其績效提出有力證明，也讓績效指標在英國大學系統中

開始占有重要地位（Jongbloed & Westerheijden, 199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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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績效指標在英國大學領域中會如此受到重視，可說是因

Thatcher 政府要求大學在經濟、效率與效能方面必須有所表現的結果，此

種要求也展現在 1984 年 Jarratt 報告書對大學需進行策略規劃之強調上。

報告書指出，由於英國大學是一個由管理委員會、學術責任與教育需求等

項目聯結而成的複雜組織，再加上大學活動的多樣化、自主管理傳統，與

專業忠誠度等特徵，造成大學經營管理與行政程序較一般企業更為複雜。

基於此，Jarratt 委員會認為英國大學教育資源分配過程是零碎且不協調

的，故建議應設立一個中央執行機構（Central Executive Authority）來負責

大學的策略規畫，以克服大學經營管理上的缺失（Williams, 1992: 17）。 

英國教育與科學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DES）1985

年公布教育綠皮書—《1990 年代高等教育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to the 1990s），文中也欣然接受 Jarratt 報告書對於建構英

國大學層級績效指標的建議，並於 1987 年的白皮書中再次支持此項作法

（Cave et al., 1997: 44）。基於此，雖然運用績效指標來監督大學表現從未

受到英國學術社群的青睞，但「大學校長委員會」（Committee of 

Vice-Chancellors and Principals, CVCP）為彌平各界爭議，仍堅持大學應透

過績效指標來回應政府對於績效責任的要求。 

1987 年，由英國大學校長委員會與大學資助委員會聯合成立的「高等

教育績效指標指導委員會」首次公布 39 個《大學管理統計與績效指標》

（University Management Statistics and Performance Indicators），藉此衡量大

學之運作成效，隨後又陸續增修為 54 項（Johnes & Taylor, 1990: 12；

Jongbloed & Westerheijden, 1994: 43-46）。Pugh et al.（2005: 19）認為英國

政府此種對教育績效的全面監督趨勢，與政府決策單位所採取的「明確、

可衡量、可完成、攸關與時效性」（specific, measurable, achievable, relevant 

and timed, SMART）之目標設定方法有關。茲將 1995 年英國大學管理統計

與績效指標呈現如表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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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4  英國1995年大學管理統計與績效指標 
學術部門支出（成本中心） 

 全時學術成員 
 指標1 每一全時生支出 
 指標2 每一專任教師支出 
 指標3 每一專任教師支援人力支出 
 指標4 每一專任教師設備支出 
 指標5 每一專任教師研究費 
學生與人事支出（成本中心） 

 全時學生負擔 
 指標6 研究型研究生占全時學生比例 
 指標7 教學型研究生占全時學生比例 
 指標8 研究生占全時學生比例 
 指標9 生師比（全時生vs.專任教師） 
行政支出 

 指標10 行政支出占總成本比例 
 指標11 人事費占行政支出比例 
 指標12 每一全時學生行政支出 
 指標13 每一專任教師行政支出 
圖書館支出 

 指標14 圖書館支出占行政支出比例 
 指標15 出版費占圖書館支出比例 
 指標16 人事費占圖書館支出比例 
 指標17 每一全時生圖書館支出 

 指標18 每一專任教師圖書館支出 
 指標19 每一全時生書籍費 
 指標20 每一全時升期刊費 
電腦作業支出 

 指標21 電腦作業支出占行政支出比例 
 指標22 人事費占電腦作業支出比率 
 指標23 每一全時生電腦作業支出 
 指標24 每一專任教師電腦作業支出 
建築設備支出 

 指標25 建築設備支出占行政支出比例 
 指標26 人事費占建築支出比例 
 指標27 水電費占行政支出比例 
 指標28 清潔保管費占行政支出比例 
 指標29 維修費占行政支出比例 
 指標31 每一全時生建築設備支出 
 指標32 每一全時生建築設備支出 
 指標33 暖氣與水電費占行政支出比例 
 指標34 每一全時生清潔保管費 
 指標35 每一全時生維修費 
生涯服務和學生組織支出 

 指標37 生涯服務和學生組織支出 
 指標38 每生學生組織補助 
畢業生第一定向（不同學科） 

 指標39 年終畢業生定向 
畢業生第一定向（不同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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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英國 1995 年大學管理統計與績效指標（續） 
 指標40 已知定向之畢業人數 
 指標41 未就業或短期就業人數 
 指標42 指標41的平均預測數 
 指標43 指標42與41的差異 
 指標44 每百名畢業生之差異 
學生畢業情形 

 指標45 畢業人數 
 指標46 畢業率 
 指標47 三與四年級修課學生比例 
 指標48 畢業生平均就讀學期數 
 指標49 指標48與預測值之比 
全時新生入學資格 

 指標50 3科或3科以上達A-Level的人數 
 指標51 3科或3科以上達A-Level的平均分數 
 指標52 5科或5科以上達A-Level的人數（僅蘇格蘭適用） 
 指標53 5科或5科以上達A-Level的平均分數（僅蘇格蘭適用） 
 指標54 其他入學資格的新生 
資料來源：Cave et al.（1997: 54-56）。 

至1997年，英國「國家高等教育諮詢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f 

Inquiry into Higher Education）又在《狄林報告書》（Dearing Report）中建

議英國應該發展更適合高等教育系統的績效指標與標竿（benchmarks），並

主張在建構績效指標時應將機構脈絡與多樣性納入考量。1999年，HEFCE

成立「績效指標指導小組」（Performance Indicators Steering Group, PISG）

捨棄過去僅使用描述統計之方式而成為發展大學績效指標的專責單位。前

述小組之成員係來自英國財政部（HM Treasury）、教育與就業部（DfEE）、

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HEFCE）、高等教育統計局（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 

Agency, HESA）與大學校長委員會（CVCP）等不同單位（PISG, 1999: 8；

Pugh et al., 2005: 24-25）。 

有關PISG之任務，第一階段為替英國政府及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發展

大學績效指標，藉此讓各大學知悉政府關注之治理重心所在；第二階段為

迎合其他利害關係人的資訊需求；第三階段則為回應英國財政部對於各大

學應提升大學畢業生就業率之要求。在指標之建構過程中，PISG也承認大

學績效指標具有高度的複雜度與爭議性，且對指標的詮釋與建構同樣困難

（PISG, 1999: 12）。儘管如此，1999年12月PISG仍公布了第一份大學績效

指標報告，並列舉出幾個關鍵績效指標，包括大學參與率（即大學的開放

程度）、學生發展、學習與教學效率、學生就業率、研究產出，與大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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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和產業的聯結等（PISG, 1999: 6）。有鑑於當時各大學關注焦點仍侷限在

學生考試成績上，PISG改以更廣泛的標準來衡量大學各方面的成就，並欲

透過建構績效指標系統讓現有的高等教育資料庫發揮最大效用。PISG表

示，這些績效指標可協助外界瞭解大學在擴大入學參與、學生繼續就學與

學生進步、學習與教學成果、研究產出、畢業生就業情形等方面的績效表

現（Pugh, et al., 2005: 25）。 

2002年以後，HEFCE在PISG的贊助下繼續發展大學績效指標，HESA

則出版相關統計刊物，藉此提供有關英國大學品質與績效之可靠資訊，讓

社會大眾能更加瞭解大學機構的績效責任並確保大學決策品質。但HESA

亦宣稱由於排名無法完全證明所有大學的相對表現，故大學績效評估結果

並不適合以排序的方式來呈現；此外，因各大學有其獨特任務，故基於多

樣化與公平比較之需求，HEFCE評估大學績效時將採取一系列指標來取代

單一指標與標竿。易言之，由於各大學任務不同，績效平均值對大學之間

的比較並無幫助，故HESA在計算績效平均值時會考量機構差異並適當調

整，調整後的平均值即為「標竿」（benchmarking）。標竿可用來作為瞭解

個別機構在母群中的表現情形，進一步用來決定可相互比較的大學機構。

以學生素質為例，專責單位通常不會將一所擁有A-Level學生素質之學校與

另一所具有廣泛社經背景學生之學校進行比較，同樣地，醫學類組的學校

也不會與理工類組的學校進行績效比較（HESA, 2005）。 

近年來，績效指標在英國高等教育領域中已被視為是大學經營管理的

重要工具之一，大學撥款機構亦將出版相關刊物視為每年例行工作，但隨

著英國政府大學政策之變革，績效指標的內涵亦略有調整。2003年12月，

HEFCE公布了第5份大學績效指標，其內容如表3-15所示（HEFCE, 2003a）。 

有鑑於英國高等教育之快速發展，HEFCE認為績效指標隨時須根據實

際環境變化進行檢視與調整。根據2006年8月所提出之指標檢視結果，目

前英國高等教育績效指標仍是涵蓋擴大參與（widening participation）、中

輟及進步（non-continuation and progression）、研究產出（research output）

與畢業生就業（employment of graduates）等範疇，主要研究對象為全時大

學生。並於大部分指標後附上標竿學校的績效表現情形，但HEFCE強調呈

現相關資料的目的並非將標竿學校視為各校發展的「目標」，而僅是呈現

相同性質學校的績效表現平均值供其他學校參考（HEFCE, 200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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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5 英國2003年HEFCE公布的大學績效指標 
範疇 指標意涵 指標細項 

來自公立機構的入學率 
學生家長職業被分類為技術熟練、半熟練與不

熟練比率 
學生居住於低高教參與區的比例 
年長全時學生居住區域被列入低參與地區且未

曾取得學士學位的比例 

社會弱勢族群大學參與情形 

部分時間學生居住區域被列入低參與地區且未

曾取得學士學位的比率 

入學管道 

收到政府身心障礙就學補助

之學生參與情形 
所有大學生收到高等教育身心障礙學生津貼

（DSA）的學生之比率 

學生隔年仍在機構中的比率 
學生隔年轉學的比率 學生第二年輟學情形 
離開高等教育系統中的學生比率 

入學一年後輟學的學生人數 
輟學後回到原機構復學的比率 
輟學後至其他機構復學比率 

輟學率 

離開學校一年後重新入學 

未復學比率 
結果與效率 教學與學習的結果與效率 全時學生第一個學位的學習結果與效率 
單元完成率  部分時間學生通過學習單元的比率 
學生就業 畢業生的就業情況 畢業生就業人口比率 

學術成員成本 
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的研究收入 
頒發的博士學位數 

研究表現 機構或學門的研究產出 

研究補助及契約 

資料來源：整理自HEFCE（2003a: 7-22）。 
 

由前述英國政府對指標之積極建構可知，指標作了扮演提供資訊的角

色外，也可以成為指導大學發展的系統；惟若指導功能被視作是提升政治

控制與機構治理的工具時，績效指標的數量可能大幅增加，英國 1980 年

代以後之發展情況即為如此（Jongbloed & Westerheijden, 1994: 47-48）。績

效指標雖在英國大學系統中受到廣泛運用，但撥款機構也體認到，指標無

法呈現機構的全貌而僅能反映部分的教育品質，因此在英國，績效指標從

未作為經費決策唯一的考量因素；反之，人為判斷（例如專家檢視或同儕

檢視）總是扮演重要的角色（Jongbloed & Westerheijden,1994: 42）。這也

回應了 Van Vught（1994: 15-16）對績效評估結果與經費分配進行連結之

趨勢所提出的警示，他並建議不應把大學評鑑結果作為政府獎補助大學的

唯一依據，以避免各大學為符應標準而忽視自我發展特色之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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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英國大學經費來源與分配方式 

茲就英國大學撥款機制的角色轉變、大學機構經費來源與撥款委員會

經費分配方式說明如下： 
 

一、大學撥款機制的轉變 

為合理分配高等教育經費，英國政府早在 1919 年即成立「大學資助委

員會」（University Grant Council, UGC），該委員會隸屬於財政部，為一介

於政府與大學之間的半官方機構。從 1919 年至 1970 年代中期，透過 UGC

作為英國政府與大學間中介機制的緩衝作用，大體上還能維持國家與大學

之間的互信關係，也讓政府對大學的控制與干預程度降到最低（Kogan & 

Hanney, 2000: 143-144）。然而到了 1964 年，英國政府將 UGC 改為隸屬

於當時的教育主管機關—「教育與科學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DES）之下。此種 UGC 隸屬單位的改變，代表著英國政府對大學

事務干涉的程度將逐漸加深（Kogan & Hanney, 2000: 145；170-171）。 

1980 年代中期以後，英國大學撥款機制所扮演的角色已經開始產生明

顯變化，由原本經費分配諮詢機構逐漸轉為規畫大學發展方向之單位

（Becher & Kogan, 1992: 45）。此種變化與英國政府對大學績效責任的強

調有關，並展現在撥款機制的變革上。詳言之，1980 年代晚期至 1990 年

代早期，英國大學經費補助機制歷經兩個重大變化，首先是 1988 年的《教

育改革法案》（Education Reform Act of 1988）之頒佈，不但讓多元技術學

院脫離了地方教育當局的控制，結束英國長達半世紀之高等教育雙軌系

統，更成立「多元技術及學院撥款委員會」（Polytechnics and Colleges 

Funding Council, PCFC）來負責多元技術學院之經費分配。 

其次，英國政府又於 1992 年頒佈《繼續與高等教育法案》（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 Act of 1992, FHEA），根據法案成立「英格蘭高等教育撥

款委員會」（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 HEFCE）來取代

前述之 UGC 與 PCFC，一方面藉此強化大學系統的統整性，另方面也讓傳

統大學與多元技術學院立於同樣的基礎上競爭經費。由前述大學撥款機制

之變革趨勢可知，過去英國政府對大學「資助」（grant）的概念已經逐漸

被「契約本位」（contract-based）的補助方式所取代，藉此強調政府與大學

之間具有權利義務的雙向關係。易言之，政府與大學雙方已由過去無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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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方式改為透過契約簽訂來完成協議，此時大學機構必須透過學術成果

的表現才能換取政府教育資源（Cave et al., 1997: 4；Kogan & Hanney, 2000: 

155）。目前英國負責大學經費分配之撥款委員會依不同行政區域分開設

置，分別為「英格蘭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HEFCE）、「蘇格蘭高等教育

撥款委員會」（SHEFC）以及「威爾斯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HEFCW）。 

 

二、大學機構之經費來源 

根據英國「高等教育統計局」（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 

HESA）資料顯示，英國 2005 年大學機構經費收入來源如圖 3-2 所示。 

由該圖可知，大學經費來源包括政府與民間兩部分，圖中上半部為

2005 年英國大學院校來自公部門的經費收入，包括地方教育當局的學雜費

補助、撥款委員會的教學與研究補助、科學與創新廳（the Office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OSI）的研究契約收入，以及其他政府單位的補助等。下半

部則為來自私部門的經費收入，包括英國慈善團體之捐助、學生學費收入

及其他收入等（Hancock, 2007: 3）。其中政府機關之獎補助收入約占大學

總收入之 60%，由此可見，就英國各大學機構而言，來自政府的獎補助仍

是最主要的經費來源，而私部門之經費奧援則是政府經費的補充。 

為更清楚呈現大學機構各項經費來源之類別，本研究另將圖 3-2 整理

如表 3-16 所示。表 3-16 先將大學經費來源分為政府、民間及大學機構本

身三部分，並按學費收入、研究收入與其他收入進行分類。由上可知，目

前英國政府對大學的經費補助，仍以教學活動為主，占了大學總經費的

35%，其次才是研究經費。至於大學來自民間的收入，則以學生的學費收

入占最大宗。 

此外，由表 3-17 亦可得知，近十年來英國大學來自 HEFCE 的經費占

大學總經費來源之比例逐年雖有增減，但大抵維持在 40%上下，故 HEFCE

的經費補助仍為大學最主要的經費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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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英格蘭地區 2005 年大學機構經費來源 
資料來源：Hancock（2007: 33）。 

 

表 3-16  英國 2005 年大學經費來源之類別       單位：百萬英鎊 
來源 類別 項目 金額 比例 

教育主管機構的學費補助 466 
撥款委員會等單位之補助 4,870 教學收入 
研究生學費補助 309 

35% 

撥款委員會之補助 1,251 
研究補助與契約收入 893 研究收入 
政府其他單位的研究補助 614 

17% 
政府 

其他收入 政府其他單位研究以外的補助 1,233 8% 

60%

外籍生學費收入 1,293 
膳宿費 972 教學收入 
其他學費收入 1,231 

22% 

其他研究收入 422 
研究收入 

慈善團體的研究補助 610 
6% 

民間 

其他收入 捐贈收入 289 2% 

30%

研究以外的服務收入 680 
大學 其他收入 

其他營業收入 982 
10% 

合  計 16,104 100%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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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  英國 1995～2006 年大學機構之經費來源               單位：% 

年代 合 計 撥款委員會
學費、教學

補助及合約

研究補助

及合約 其他收入 捐贈及 
投資收入 

1995-96 100.0 41.6 23.6 14.5 17.9 2.5 

1996-97 100.0 39.6 24.3 14.6 19.1 2.4 

1997-98 100.0 38.8 24.5 14.9 19.3 2.6 

1998-99 100.0 40.7 22.5 15.2 19.2 2.4 

1999-00 100.0 40.4 22.5 15.5 19.3 2.3 

2000-01 100.0 39.6 22.6 16.4 19.3 2.1 

2001-02 100.0 39.3 23.0 16.8 19.1 1.7 

2002-03 100.0 38.6 23.9 16.6 19.5 1.5 

2003-04 100.0 38.6 24.2 16.1 19.6 1.4 

2004-05 100.0 38.4 24.0 15.9 19.9 1.7 

2005-06 100.0 38.7 23.8 16.0 19.8 1.8 

資料來源：整理自 HESA（2007）。 

 

三、撥款機構之分配方式 

由前述探討可知，英國大學撥款委員會對大學機構的補助，到目前為

止仍為各大學最主要的經費來源，故以下將進一步就大學撥款委員會之教

學與研究經費分配方式進行探討。惟由於英國四個行政區域在大學經費補

助機制上各自擁有獨立的政策與實務，其中英格蘭因擁有全英國約80%的

大學機構，較能提供英國大學系統之全貌，故以下僅針對英格蘭大學撥款

委員會（HEFCE）對大學機構經費獎補助情形加以說明。 

英國是少數幾個將大學教學與研究經費分開計算的國家，自1993年

起，HEFCE不但將教學與研究經費分開計算，更依據撥款委員會對各大學

研究品質之評鑑結果來分配研究經費（El-Khawas & Massy, 1996: 229）。 

圖3-3呈現2007年HEFCE分配給轄區內大學機構各項經費之金額與比

例，主要分為教學經費、研究經費、資本支出及特別經費。總經費約7,137

百萬英鎊，其中教學經費計4,510百萬英鎊，約占總經費之63%、研究經費

計1,415百萬英鎊，約占20%（HEFCE, 200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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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有關經費

￡4,510M
（63%）

研究經費

￡1,415M
（20%）

高成本與弱勢科學

￡25M（0%）

資本支出補助

￡738M（10%）

特別經費補助

￡449M（6%）

 
圖 3-3  英國 2007 年 HEFCE 補助主要內容 

資料來源：HEFCE（2007: 6）。 
 
HFECE 係運用計算公式來決定各大學機構所能獲得之經費額，且分

配時教學與研究經費分開，教學經費之計算公式係以學生入學人數為基

礎，考量之因素包括學生人數、學生型態，與就學科系等投入因素，入學

人數以大學與政府之協議為準；研究經費的計算為擇優獎助，係根據大學

研究評鑑作業的評鑑結果來分配，主要決定於研究的數量與品質等產出因

素；特別經費則為大學間的競爭性經費，包括對教學與學習卓越中心的補

助與對教學品質提升的獎助等（Leišytė, 2007: 38）。當教學與研究經費決

定後，HEFCE 會以整筆補助（block grant）的方式分配給各大學機構，各

校可在 HEFCE 公布的指導原則下，依據學校本身的優先考量自由運用經

費。茲將 HEFCE 對大學機構之教學與研究活動經費計算方式分述如下： 

 

（一）以基本需求為基礎的教學經費補助 

Sandbach 與 Thomas（1996: 50）指出，HEFCE 分配給各大學的教學

經費乃是透過公式計算而得，主要內容分成「核心教學經費」及「邊際教

學經費」兩種。前者為 HEFCE 對大學機構教學活動所給予之經費補助，

可提供學校基本運作的財務穩定性；後者則是建立在各校之競爭基礎上，

對大學機構額外招收學生、發展公共建設，以及支援特定教學活動所提供

的經費補助。 

HEFEC 對教學經費之計算步驟有四：1.先計算各大學機構所能獲得之

標準資源（standard resource）。2.計算各高等教育機構能獲得之假設資源

（assumed resource），係以上年度所獲得的預算為基礎，再加上物價調漲因

素及撥款委員會對學生學費收入的假設。3.計算標準資源與假設資源間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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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若二者之差距在 5%之可容忍範圍內，則以假設資源作為對高教機構之

實際補助金額。4.將各校學生人數乘以每生單位成本得出各校可獲得之實際

教學經費補助（HEFCE, 2007: 9-10）。近年來，由於英國政府十分重視大

學入學機會公平性，故特別針對大學之「擴大參與」加以補助。亦即就家

庭社經狀況相對弱勢的學生給以額外補助。此筆補助並非直接補助學生，

而是撥給各大學以支應可能發生的額外成本（HEFCE, 2007: 16） 

由於不同學生類型與學科性質之經費需求有別，故 HEFCE 在計算各

機構的標準資源時，會將與學科、學生，以及機構等有關的因素納入考量。

易言之，影響 HEFCE 計算教學標準資源之因素包括：1.學生人數；2.與學

科有關因素（又分為 ABCD 四個學群，如表 3-18 所示）；3.與學生有關因

素（全時/部分時間、成年人等）；4.與機構有關因素（專科學校、機構規

模、所在地與建築物年份等）（Hancock, 2007: 41；HEFCE, 2007: 9）。HEFCE

每年會就不同的學科類別訂出每生單位成本，2007/08 年 HEFCE 計算教學

經費之每生單位成本如表 3-18 所示。 

 

表 3-18 英國不同學科全時生之成本權重與每生單位成本 
組別 學科類型 成本權重 每生單位成本

A 醫學、牙醫與獸醫科學之臨床階段 4 ￡15,332 

B 以實驗為基礎的學科 1.7 ￡6,516 

C 需要工作室、實驗室和田野研究的學科 1.3 ￡4,983 

D 其他學科 1 ￡3,833 

資料來源：HEFCE（2007: 11-12）。 
 
由上可知，大學撥款委員會教學經費的計算係採取投入導向，並建立

在學生情況之公平基礎上，其基本原則有四：1.對所有機構類似的教學活

動提供相似的補助比率；2.個別差異需具有合理原因；3.經費補助需支持

政府擴大參與政策；4.透過撥款委員會之專門研究來支持英國高等教育多

樣化發展。此外，由 HEFCE 之大學教學經費計算因素亦可得知，影響各

大學機構所獲得之教學經費的最主要變數，係為各校學生人數及其學科類

型等投入指標，而與機構表現等產出指標較無直接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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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言之， HEFCE 在「教學」方面的經費補助，乃是依照受評機構之

學生類型、學科種類，與學習等級來分配不同的教學經費。QAA 基於對高

等教育系統多樣與彈性的尊重，並未針對學程進行排名，加上學術評鑑結

果僅作為各受評機構改進的參考，對於審核結果為令人滿意者，並未如

RAE 一般分配給予較多的經費；又評鑑結果為迫切需要改進的受評機構，

一般而言都能在日後針對 QAA 之建議加以改進，因此迄今也未有因此而

被刪減經費的情事發生（楊瑩，2006）。 

然而HEFCE教學經費之分配雖與QAA舉辦的學術評鑑結果無直接關

係，但英國政府除已根據 2003 年高等教育白皮書之建議，鼓勵各校成立

「教與學卓越中心」（Centres for Excellence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CETL）並給予提升教學品質之專案補助（Teaching Quality Enhancement 

Fund, TQEF）外，更於 2005 年重新檢視 HEFCs 分配給各校之教學經費計

算方式，欲藉此逐步加強經費分配與品質保證的關連性（HEFCE, 2004: 3；

2005b: 2）。此外，英國政府在機構層面上，目前雖未將大學教學品質與

政府競爭經費進行直接連結；然而在個人層級上卻已實施獎勵性質的經費

補助。例如「國家教學獎助金計畫」（National Teaching Fellowship Scheme, 

NTFS）即針對教師個人在教學方面的卓越表現提供獎勵金（Chalmers, Lee 

& Walker, 2008: 53）。 

 
（二）以績效表現為基礎的研究經費獎助 

英國大學研究經費之分配採二元系統，除來自於撥款委員會所提供的

研究經費（負責研究的基礎設施，例如固定人員薪資、圖書成本等）外，

也會透過各研究委員會來獲得經費補助（負責提供特定計畫所需直接成

本，例如大學機構的研究計畫成本與研究生薪資），目前英國共有 8 個研

究委員會，隸屬於「科學與技術部」(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ST)。 

HFFCE 在研究經費之分配上具有高度選擇性，各大學機構必須證明

其研究品質已符合國家或國際標準才有機會獲得獎補助。研究品質之衡量

係根據每隔數年所舉辦的高等教育「研究評鑑作業」（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來決定，故研究評鑑作業已經成為英國政府瞭解大學研究

品質與宣示經費分配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從歷年來的政府研究經費分配

之趨勢可知，與品質有關的主流經費愈來愈高度績效導向且集中在績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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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最佳之受評單位，此舉促使英國各高等教育機構為獲得更多研究經費，

不得不在研究品質與數量上賦予更多關注，故有助於英國高等教育研究品

質的提昇（HEFCE, 2006: 18）。 

以 2007-08 年 HEFCE 分配之研究經費為例，總額約 1,415 百萬英鎊，

占 HEFCE 補助大學總經費之 20%。與教學經費之計算相同，HEFCE 在研

究經費之計算上亦分為兩部分，第一，即「研究品質經費補助」（quality - 

related research funding, QR），此部分係參考研究活動之品質與數量來決定

經費多寡，2007-08 年共計 1,391 百萬英鎊，占研究經費之 98%。第二，則

為「研究潛力經費補助」（capability funding），係對於護理、社會工作、藝

術設計等具有發展潛能學門的補助，但僅占研究經費的 2%（HEFCE, 2007: 

19, 23）。由前述兩部分所占比重之明顯差距可知，決定 HEFCE 研究經費

之主要因素為大學研究活動之品質與數量兩因素。 

HEFCE 在計算「研究品質經費補助」時，除了以各大學不同學門研

究活動之質量來作為計算基礎外，也會將其他民間機構如由慈善團體或私

人企業對大學之研究贊助納入考量。參考因素每年略有調整，2007-08 年

HEFCE 研究經費之組成要素及各要素所占比例如表 3-19 所示。 

表 3-19 英國 2007-08 年研究品質經費補助之組成要素     單位：百萬英鎊 

組 成 要 素 金額 比例 
1. 研究品質主要經費（Mainstream QR）： 

依各機構不同學門之研究質量來決定 
892 64% 

2. 計畫管理：包含過渡經費分配 195 14% 
3.慈善團體：依各校慈善團體研究收入比例來分配 180 13% 
4.企業研究：依各校獲得業界研究收入比例來分配 60 4% 
5.倫敦加權：分配給位於倫敦地區高等教育機構之「倫

敦額外成本補助」 
28 2% 

6.卓越分配：RAE 結果為 5*之獎勵經費 25 2% 
7.補充經費（彈性運用之經費） 10 1% 
8.特別經費（研究所需之圖書） 2 - 

總        計 1,391 100% 

資料來源：HEFCE（2007: 19）。 

表 3-19 中「企業研究」與「補充經費」為 2007-08 年 HEFCE 計算研

究經費時新增的兩要素，惟二者皆是從原先研究品質主要經費中撥出，並

非政府額外增列之預算。前者旨在鼓勵大學機構積極進行產學合作，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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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各大學從英國產業界所獲得之研究收入比例來進行分配；後者則是

HEFCE 為確保各校主要經費之穩定性所保留的彈性運用經費（HEFCE, 

2007: 22）。此外，對各大學而言，英國慈善信託與基金會為僅次於撥款

委員會及研究委員會之研究經費贊助者，其提供之經費常達研究委員會之

2/3 以上，尤其對醫藥學門、大型或長期的研究計畫而言，慈善團體的研

究補助可說是大學最重要的經費來源（Leišytė, 2007: 15）。基於此，HEFCE

亦將慈善團體對大學機構的研究補助納入計算研究經費之要素中。 

表 3-19 中占最大比例之經費，即為第 1 項「研究品質主要經費」，係

依照各大學不同學門研究活動之品質與數量來決定。與教學經費決定於學

生人數及就讀學科等投入因素不同，研究品質主要經費的決定因素為研究

品質、研究數量與學科類型三者（Hancock, 2007: 43），各校再依照申請

受評時之學門類型、研究人力數與研究評鑑之評定等級來決定最後獲得的

研究補助金額。其中研究品質與數量均屬於產出導向因素，與大學在研究

活動的績效表現有關。茲就三因素之內容說明如下： 

 

1.學科類型 

目前HEFCE研究評鑑作業將大學機構的研究成果分為 68個學門或受

評單位（UoA），此 68 個學門又進一步歸納為 A、B、C 三種學科，如表

3-20 所示，不同學門在計算研究經費時將乘上不同的成本權重。以 C 類學

科為基準，A 類所獲得的補助為 C 類的 1.6 倍；B 類所獲得的補助則為 C

類的 1.3 倍。在決定研究品質主要經費的三個因素中，只有學門因素是不

能變更的，故在計算研究經費時屬於固定因子，非依各大學績效表現來決

定。 

表 3-20 英國 HEFCE 計算研究經費時不同學門之成本權重 
學科分類 學門範圍 成本權重 

A 高成本之實驗與臨床學科 1.6 

B 中級成本學科 1.3 

C 其他學科 1.0 

資料來源：HEFCE（200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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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數量 

各受評單位研究數量的計算亦由三個因子所構成，包括「專任活躍研

究人員」、「專任研究助理」及「特約研究員」，各因子之加權數如表 3-21

所示（HEFCE，2007：20）。此部分皆屬於數量因素之績效指標，其中又

以專任活躍研究人力之加權數最高，由此可知，研究人力係計算研究品質

主要經費時相當重要的考量要素，易言之，當受評單位活躍研究人力愈多

時，其所能分配到的研究經費將愈高。 

表 3-21 英國 HEFCE 計算研究經費時數量因素之加權數 
項      目       別 加 權 數 

每一專任活躍研究人力（research-active academic staff） 1.0 

每一專任研究助理（research assistants） 0.067 

每一特約研究員（research fellows） 0.06 

資料來源：整理自 HEFCE（2005b: 19）。 
 

3.研究品質 

既然是與品質有關的研究經費計算，自然研究品質將成為經費計算時

最重要的考量要素，此部分係依照各受評單位在最近一次研究評鑑作業所

獲得的評鑑等級來而定。HEFCE 之研究評鑑小組將 2001 年高等教育研究

評鑑作業之結果分為由 1 到 5*共 7 個等級，各等級之說明及其研究經費加

權數每年略有調整，2005 至 2008 年之加權數如表 3-22 所示。 
 

表 3-22 英格蘭 2001 年 RAE 評鑑等級說明與不同等級之加權數 

等級 說       明 2005-06
加權數 

2006-07 
加權數 

2007-08
加權數 

1 研究品質全部均未達到全國卓越水準 0 0 0 
2 研究品質約有一半達到全國卓越水準 0 0 0 
3b 研究品質一半以上達到全國卓越水準 0 0 0 

3a 研究品質超過三分之二達到全國卓越水準，若干

達到國際卓越水準 0 0 0 

4 研究品質全部達到全國卓越水準，若干達到國際

卓越水準 1 1 1 

5 研究品質約有一半達到國際卓越水準，其餘均達

到全國卓越水準 3.0059 3.1198 3.175 

5* 研究品質一半以上達到國際卓越水準，其餘均達

到全國卓越水準 3.7552 3.9478 4.036 

資料來源：HEFCE（2005b: 20、2006: 20、2007: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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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22 可知，研究經費有一種愈來愈集中於表現卓越機構之趨勢，

2007-08 年時，被評為等級 1、2、3a 與 3b 之機構將無法獲得 HEFCE 的研

究獎助，易言之，研究品質主要經費之計算僅適用於評鑑等級 4 以上之受

評單位，且等級為 5*者所能獲得的獎助款將為等級 4 者的 4.036 倍。 

此外，由於 2003 年《高等教育的未來》（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教育白皮書建議 HEFCE 對於 RAE 評鑑等級在 5*的學門，應給予額外的獎

勵性質的研究經費（HEFCE, 2004a: 20）。英國政府接受了白皮書之建議，

並於 2004 年《高等教育法案》（Higher Education Act 2004）通過後，要求

HEFCE 對於在 1996 年與 2001 年之研究評鑑作業中，連續兩次獲得 5*的

受評單位額外給予一筆總額高達 2,000 萬英鎊的獎勵經費，此即為表 3-19

中第 6 項「卓越分配」之獎勵經費來源。自 2004-05 年起，HEFCE 更將獎

助對象擴大為雖僅在 2001 年研究評鑑作業獲得 5*，但在 1996 年研究評鑑

作業後持續維持或增加活躍研究人力之受評單位（HEFCE, 2007: 21）。 

由上可知，英國是目前國際上少數幾個將大學研究評鑑獨立於學術評

鑑之外，並依據研究評鑑結果所得之等級來分配研究經費的國家。HEFCE

在研究經費之分配上乃是有選擇性的，係根據評鑑結果來擇優補助，由於

大學機構必須對其研究品質已符合國家或國際標準提出證明，故促使英國

各大學為獲得更多研究經費，必須在研究品質與數量上賦予更多關注。此

外，HEFCE 計算受評單位研究品質主要經費時之決定因素，包括「學科類

型」、「研究數量」與「研究品質」三者，各大學機構再根據每一受評單位

個別計算後加總的結果來決定最後所獲得的研究經費總額。其中學科類型

屬於固定因子與機構的績效表現無關，故大學在研究數量因素及研究品質

因素上的表現才是決定研究經費多寡之最重要因素。 

在研究品質的決定上，量化評鑑效標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其內容包括

教師研究產出、研究所學生數、研究生獎學金等，受評單位在這些指標上

的表現將影響其研究品質評鑑等級，進而透過計算公式決定 HEFCE 分配

給各校之研究經費金額。惟值得注意的是，績效指標雖然在英國大學系統

中受到廣泛地運用，但經費撥款機構也體認到，績效指標無法呈現機構的

全貌而僅能反映部分的教育品質，因此在英國，績效指標從未作為經費決

策唯一的考量因素，在決策過程中，人為判斷（例如專家檢視或同儕檢視）

總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Jongbloed & Westerheijden, 199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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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分配 
與政府對大學經費獎補助有關之議題不僅在歐美國家受到關注，近年

來受先進國家績效責任概念之影響，我國政府亦開始注意到大學經費分配

之效率問題，並企圖以大學績效表現作為分配大學經費之依據。然由於大

學組織的複雜性與功能的多樣化，若事前未經審慎規劃與充分溝通即貿然

將績效評估結果與政府經費分配相連結，定會引起未獲補助學校之質疑與

抗拒。基此，為瞭解我國大學品質保證與政府競爭經費之關連性，本節首

先闡述我國大學發展背景與運作現況；其次說明我國大學品質保證與績效

評估機制；接著探討我國大學經費來源與分配方式；最後則就本節內容進

行歸納整理。 

 

壹、我國大學發展背景與運作現況 

我國大學校院數與受教人口數在 1990 年代以後呈現快速成長趨勢，

根據教育部統計資料顯示，從 1987 年到 2007 年，公私立大學校院由 39

所迅速增為 149 所，20 年間呈現 3～4 倍成長；惟其中多為由專科學校升

格改制而成，且公立學校僅占 35%（52 所），私立學校則占 65%（97 所）。

在學生人數方面，國內大學生及研究生增加速度更快，由 1987 年時僅為

208,054 人，至 2007 年已擴充為 1,192,139 人，增加將近 6 倍。此外，就

淨入學率觀之，我國大學 18~21 歲人口淨在學率在 1988 年首度超過 15%，

亦即邁入 Trow 所謂之「大眾化高等教育」階段，代表接受高等教育在我

國已不再是少數菁英份子獨享之權利。目前（2007 年）我國高等教育淨在

學率為 61.41%，粗在學率則高達 85.31%（教育部統計處，2008），可說已

經邁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 

前述大學數量迅速擴張之現象，雖滿足了國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

且對提昇國民素質確有積極正面之影響；但不可諱言地，大學數量在短期

內擴張過速之情況，亦對大學發展造成相當程度的衝擊，此種衝擊主要展

現在兩方面，其一為大學公共投資之不足，其二則為企業經營理念的引進。 

首先，就大學公共投資而言，由於大學教育為高成本教育，大學校院

迅速擴充的結果，直接造成政府沈重的財政負擔，但在大學受教人口急遽

增加，教育經費卻未以同等速度成長之情況下，政府已無力再以雨露均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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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來分配有限資源，自然衍生出經費投資不足之問題。惟因台灣為一

海島型國家，天然資源有限，故高級專業人才實為我國能立足亞洲放眼國

際之最重要資產，故若未能及時解決大學因投資不足導致的品質隱憂，國

家競爭力勢必逐漸流失進而面臨被邊緣化的危機。惟在資源有限的現實環

境下，我國大學欲求卓越發展，除繼續期待政府能提升對高等教育之經費

挹注外，強化現有經費分配機制並提昇資源運用效率亦為另一可行之道。 

然就國內大學經費分配機制觀之，過去數十年來政府對公立大學係採

齊頭式的資源分配方式，由於缺乏競爭基礎與評鑑機制，一方面導致高等

教育資源分散，另方面亦讓外界無從得知大學經費之運用成效。基於此，

為改善現有大學資源分配方式，政府開始分階段推動大學教育財政政策，

例如研議經費補助辦法、將競爭機制引進經費分配模式，以及修訂《大學

法》確立評鑑機制之法源依據等。 

其次，就大學經營型態觀之，我國政府雖訂有《大學法》作為高等教

育發展之遵循依據，但就公立大學校院而言，由於現行《大學法》條文中

並未規範其法律地位，因此一般多認為公立大學機構屬於政府之公營造

物，並無獨立行使權利之能力，且為教育部所屬機關。又政府既然作為公

立大學的設置者，大學運作所需經費自然應由政府考量國家財力、政策方

向、教育需求，與學校發展計畫等因素，編列預算並經立法院通過後供應

之。就私立大學而言，則為依《私立學校法》登記設立之非營利財團法人，

為一種社會公益事業。由於法源及屬性不同，相較於公立大學，私立學校

本應有較大的自主空間；然而基於私立大學之公共性，其財務運作仍受到

政府的監督與管制。 

近年來，肇因於高等教育的大眾化趨勢與各政事部門的資源競爭，我

國教育主管機關也深切體認到，大學發展已出現質量不均的隱憂，故主張

在不影響教學品質與學術水準的前提下，引進企業經營理念來規劃內部財

務資源，並鼓勵大學對外籌措經費，以撙節教育成本、提昇大學經營績效。

所謂企業經營原則與理念之引進，包括：1.充份運用現有設施與資源；2.

重視大學的合理經濟規模；3.將企業理念引進高等教育；4. 可將財源交由

客觀組織統籌支配以提昇效率；5.運用資訊管理技術，提高校務決策能力

（教育部高教司，1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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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鼓勵教育經營者修正傳統經營理念外，企業經營理念也逐漸體現

教育部推動之大學政策上。在公立大學方面，過去我國公立大學之經費來

源主要來自於政府編列預算，在財務運用與管理上須依照預算法、會計

法、決算法、審計法，及其他相關法令規定辦理，故學校財務自主性程度

並不高。且各校在統收統支之財務經營與管理制度下，多未具整體經營理

念，亦缺乏充分運用資源的認知。有鑑於此，教育部自 1996 年開始分階

段推動校務基金制度，各公立大學校院實施校務基金制度後，由於需承擔

自籌部份經費的責任，故將有助於提升其對內部經營效率之重視。此外，

各校依規定應設立「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以負責基金的開源與節流，為

使基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益，必要時得進用專業經理人員管理之。該制

度實施後許多不合時宜的人事與財務法規也隨之陸續修訂與鬆綁，旨在提

升公立大學經營彈性與績效。 

另在私立學校方面，整體而言其經營績效雖較公立大學為佳，然由於

部份私校在籌辦過程中未能充分籌足大學設立和發展經費，致創校後學校

建設與教職員工薪資皆須仰賴銀行貸款與學生學雜費來挹注（黃政傑，

2001：215-216）。這種負債經營的理念若未加妥善管理，將可能促使私立

學校財務狀況日趨惡化，在惡性循環下不但侷限私立大學的成長與發展，

更可能導致教育品質低落，嚴重影響學生的受教權益。基於此，為促進私

立學校內部運作之正常化與透明化，教育部除透過《私立學校法》來規範

私立學經營管理範疇外，更要求私立大學需將其財務報表與會計師查核報

告公布於學校網頁上，供大學利害關係人隨時上網查閱，以達財務運作公

開透明之目的。惟蓋浙生（2002：263）亦建議，教育部為杜絕國內私立

大學校院財務運作可能衍生之弊端，依法監督有其必要，但對某些經營績

效良好、財務制度無不良紀錄者，亦應放寬限制，使其擁有較大的財務自

主與經營空間。 

 

貳、我國大學品質保證與績效評估 

茲就我國大學績效責任概念之興起、大學評鑑作業之實施與量化績效

指標之發展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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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績效責任概念之興起 

過去我國因大學與政府之關係未做適當釐清，公私立大學間之分際又

十分模糊，致國內大學發展受到限制。再加上過去公務預算制度下，公立

大學因經費來源主要由政府負擔，致其財務經營上較缺乏成本效益考量；

另私立大學為撙節經費，在師資、設備與空間等辦學條件上均力求節省，

故生師比過高、教師研究空間不足、圖儀設備過於老舊之情況實有所聞，

前述公私立大學辦學現象皆未能符合大學績效責任之檢驗（陳麗珠，

2000：88；Wang, 1997: 88）。 

然而 1980 年代以後，隨著國內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多元開放，社

會大眾對於大學教育的參與程度不斷提昇，讓大學機構與外部環境之互動

更為頻繁，無論是公立大學或私立大學，都必須直接面對不同利害關係人

的監督，皆有責任對外公開學校運作的攸關資訊，俾向社會大眾說明其資

源運用成效。再加上近年受教者消費意識的抬頭，遂讓大學經費運用之績

效責任逐漸受到各界重視。 

總之，高等教育環境的改變與開放，已讓大學機構處於由傳統封閉型

態轉向現代開放體系的關鍵時期，此時各大學雖面臨激烈的競爭危機，但

同時亦蘊含著一種發展轉機。對大學經營者而言，除需對校務發展進行長

期且整全的規劃、更積極協調外在環境及內部成員需求，以走出自己的特

色外，亦需開始重視大學內部組織與管理制度之檢討，才能提升有限資源

的運用效益。由近年國內公私立大學機構積極推動產學合作與推廣教育、

辦理各種獎助學金措施吸引優秀學生，或提供各類型課程滿足社會大眾多

元需求等作法可知，大學機構為求生存發展必須爭取更多外界支持，故一

定得走出學術的象牙塔，更貼近社會脈動，以回應社會大眾對績效責任之

要求。 

 

二、大學評鑑作業之實施 

過去數十年來，我國大學評鑑作業可說是由教育部主導與辦理，並未

設置一個專責單位來負責規劃大學評鑑相關事宜，且在經費與人力不足之

情況下，國內大學評鑑工作常成為斷斷續續進行之非常態性計畫。各次評

鑑作業之推動雖讓教育部對國內大學之辦學成效有較深入之瞭解，但也衍



第三章 實務探討 

 115

生不少缺失。例如：評鑑作業缺少通盤規劃、評鑑指標不夠具體明確、評

鑑結果並未公告周知，以及未落實對學校後續改進情形之追蹤管考等（湯

梅英，1992：56；楊玉惠，2003：48-49）。由於大學評鑑作業係為大學品

質保證機制重要的一環，故為全面提昇國內大學之國際競爭力，建立一個

健全且完善之大學評鑑制度實是刻不容緩之事。 

基於此，教育部近年來除積極促成「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

會」之成立，以作為辦理大學評鑑工作之專責單位外，另亦致力於修正公

布相關法案來賦予實施大學評鑑之法源依據。旨在讓我國大學評鑑作業成

為一個常態且持續進行之重要工作，藉此定期診斷國內大學運作情形，以

作為政府推動相關教育政策與各校辦學績效自我改進之參考。茲就我國大

學評鑑專責單位之成立、定期評鑑作業之實施，與大學評鑑結果之運用分

別說明如下。 

 

（一）專責單位之成立 

為落實大學評鑑專責單位之成立，教育部首先於 2002 年 6 月召開「研

議成立大學評鑑事務之財團法人專責單位座談會」，此即為成立高等教育

評鑑中心籌畫之始。其後又委託台北市立教育大學進行「規劃成立辦理大

學評鑑事務之財團法人專責單位」之研究計畫，完成後並分送各大學參

閱。接著於 2005 年 3 月召開「成立大學評鑑中心規劃案說明會」，向全國

大專校院說明評鑑中心整體規劃、運作方式及功能屬性等。經過一番努

力，最後終於在同年 5 月函請全國大專校院共同捐資成立「財團法人高等

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以下簡稱評鑑中心）（高等教育評鑑中心，2008a）。 

為賦予評鑑中心設立之法源依據，教育部復進行相關辦法之修正與研

議，並於 2005 年 12 月 28 日公布《大學法》修正案，其中第 5 條第 2 項

規定，「教育部為促進各大學之發展，應組成評鑑委員會或委託學術團體

或專業評鑑機構，定期辦理大學評鑑，並公告其結果，作為政府教育經費

補助及學校調整發展規模之參考；其評鑑辦法，由教育部定之」。2007 年

1 月 9 日，又公布《大學評鑑辦法》，規定大學評鑑作業之實施期程與範疇。 

評鑑中心成立後，隨即接受教育部委託於 2006 年開始分批進行大學

校院系所評鑑作業。目前評鑑中心除負責大學系所評鑑工作及規劃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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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即將實施之大學校務評鑑作業外，其任務尚包括研擬評鑑指標、培育評

鑑人才、建構更佳的評鑑機制，以及與國外重要評鑑機構進行交流。此外，

亦定期出版《評鑑雙月刊》以發佈評鑑新知，期能透過評鑑制度的建立，

影響國內大學辦學績效，達成協助大學品質持續向上提升之目標。 

 

（二）定期作業之實施 

依照 2007 年 1 月 9 日公布之《大學評鑑辦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

大學評鑑之類別分為校務評鑑、院系所及學程評鑑、學門評鑑及專案評鑑

四類。第 2 項並規定前述大學校務評鑑與院系所評鑑之辦理週期為每隔 5

至 7 年辦理一次，學門評鑑與專案評鑑則視實際需要辦理之。易言之，我

國大學評鑑已成為必須定期實施之重要業務，茲就近年廣受矚目之大學校

務評鑑及大學系所評鑑之實施情形說明於下。 

 

1. 大學校務評鑑 

為因應全球化的挑戰、全面提昇國內大學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場之競爭

力，教育部於 2004 年 7 月即委託「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以下簡稱台

評會）辦理「大學校務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此次評鑑係為台灣有史以

來最大規模的大學校務評鑑，並已於 2005 年 8 月 17 日公布評鑑結果。該

項評鑑共歷經約一年時間，其對象包括全國一般大學校院、師範校院、體

育學院、軍警校院等 76 所大學校院，並依學校性質分為九大校務類組；

惟因考量學術領域博大精深，故又將專業領域分六大專業類組進行評鑑。

此次評鑑重點偏向於審視各校是否達成自設辦學任務或目標，故評鑑內容

以「校務評鑑」為主、「學門評鑑」為輔。旨在藉由各校自我檢視與評審

委員實地訪評，瞭解各校校務發展及學門辦學情形，進一步協助學校自我

改進，並鼓勵各校發展特色與強化學校優點（教育部高教司，2004：2）。 

大學校務評鑑之評鑑項目共計十二項，包含六個校務評鑑項目（教學

資源、國際化程度、推廣服務、訓輔或學生事務、通識教育、行政支援），

以及六個專業領域（人文藝術與運動領域、社會科學/教育領域、自然科學

領域、工程領域、醫療衛生領域以及農學領域）之師資、教學及研究表現。

在評鑑指標方面，大學評鑑指標可分為質化與量化兩種，惟因考量到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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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較不具體客觀，容易引起受評單位的質疑；另量化指標又因缺乏彈

性，將使受評單位過度專注於數字的追求而忽略大學教育之本質，讓大學

評鑑淪為生產活動。故教育部本次實施之大學校務評鑑，無論是校務類組

或專業類組皆同時包含質性指標與量化指標兩部分，亦即除對各校運作結

果與績效表現進行量化測量外，在學校辦學目標、發展特色等方面，另要

求學校以廣泛性的文字說明來呈現。 

此外，由於依《大學評鑑辦法》第 4 條規定，大學校務評鑑應每隔 5

至 7 年辦理一次，故教育部日前已函送各校，諮詢各校對辦理下次大學校

務評鑑時間之意見，並已委託評鑑中心規劃於 2010 再次辦理同性質大學

校務評鑑相關事宜。 

 

2. 大學系所評鑑 

由於 2004-05 年教育部委由台評會所實施的大學校務評鑑係以「校務

評鑑」為主，僅將各校性質相近之系所整併成「六大專業領域」進行學門

評鑑，但由於各校專業領域發展不一，整體評比結果很難定奪，故為追求

大學學術水準與提升整體教學品質，並順應系所特色之異，教育部自 2006

年起另委託評鑑中心分批進行大學校院系所評鑑。所有學校以五年為一週

期接受評鑑，評鑑結果將做為教育部核定系所招生名額調整之依據（高等

教育評鑑中心，2006a：1）。 

就評鑑內容而言，系所評鑑涵蓋：（1）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2）

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3）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4）研究與專業表現、

及（5）畢業生表現等五個評鑑項目，以做為相關系所進行自我評鑑之依

據（高等教育評鑑中心，2006：4）。就評鑑程序而言，各年度評鑑時程皆

分為前置作業、自我評鑑、實地訪評，以及結果決定與訪評後續等四個階

段。在四階段中，以自我評鑑活動為整個大學系所評鑑作業之核心，受評

系所應根據其設立宗旨與教育目標，規劃自我評鑑機制、進行自我評鑑事

宜，並撰寫自我評鑑報告以作為後續實地訪評之依據。 

總之，評鑑中心辦理之系所評鑑係參照歐美國家評鑑制度，以「認可

制」為基本精神。其特色包括檢視系所辦學措施是否符合自訂辦學目標、

有無建立與落實自我改善機制；以及不採固定、統一的量化指標，強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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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應根據自己設立之宗旨與目標，自主舉證說明目標達成情形。此外，系

所評鑑之重點在於自我比較，而非校際與系際比較，更不對大學進行排名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2006b：12）。 

 

（三）評鑑結果之運用 

一般而言，憂心評鑑結果可能帶來之後續效應常是大學機構抗拒評鑑

之主因。評鑑結果之運用，與評鑑目的有密切關係，目的不同，對結果之

處理自然有異。詳言之，如果評鑑目的在於提升大學品質，則評鑑結果不

一定要對外公布，有時只要讓受評學校知其優劣並據以改進即可；但若評

鑑目的與績效責任有關，則不但評鑑結果之公布成為評鑑過程中相當重要

的一環，主管機關更會進一步將評鑑結果作為相關政策參考，包括經費分

配、系所增設與調整、招生人數核定、學費調漲等。 

湯梅英（1992：59-60）曾指出，將評鑑工作與績效責任相結合，應是

我國未來大學評鑑改進之重要課題。由於對主管機關而言，評鑑作業無疑

是一種重要且可行之績效評估工具，尤其當社會大眾愈關心教育品質時，

政府愈熱衷於透過評鑑作業來證明改革成果或檢視辦學績效，並藉由公布

報告、區分等級、經費補助等機制對大學執行獎懲。此外，即使政府不將

評鑑結果作為獎懲工具，然評鑑結果公布後亦可能透過市場機制對大學招

生、募款與研究計畫的取得造成重大衝擊。基此，評鑑結果的運用遂成為

各大學校院相當關注之議題。 

茲就前述我國政府對大學校務評鑑與系所評鑑之評鑑結果，其後續處

理與運用情形分別說明如下。 

 

1. 大學校務評鑑—公開報告並將評鑑結果作為私校獎補助依據 

2004-05 年教育部委託台灣評鑑協會辦理之大學校務評鑑已於 2005 年

8 月公佈結果。評鑑結果並未將 76 所受評學校進行排序，而是從九大類組

中各自評選出「表現較佳」與「表現較弱」名單，藉此肯定辦學較佳學校，

同時希望辦學較弱學校有所警惕。此外，由於各類組評比基準不同，教育

部亦建議評比結果不宜作跨組比較，亦即不同類組學校即使同為「表現較

佳」或「表現較弱」，也不代表兩校之辦學成效相同（台灣評鑑協會，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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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務評鑑結果出爐後，雖立即引起各界對評鑑結果之關心，然而

各大學更關注之處，則在於教育部如何運用評鑑結果。教育部為彌平學校

之疑問，隨即說明大學評鑑旨在提升高等教育品質，故教育部將根據評鑑

結果要求表現較差的學校提出改進報告，並委託台評會針對學校改進情形

進行後續追蹤管考。但由於評鑑報告僅列出各校校務行政與專業學門之大

範疇表現，並未對各系所進行深入評鑑，故不會作為各系所進退場依據。

此外，教育部亦表示將依照各校表現來作為各校核定招生名額和私校整體

發展獎補助金額之依據。惟後者又歷經數年討論，直到 2008 年度之私校

獎補助作業才付諸實行。 

由上可知，我國教育部對 2004-05 年大學校務評鑑作業評鑑結果之後

續處理與運用，除將各校評鑑報告彙整後公開在網路上讓利害關係人得以

自行下載參閱外，亦進一步將評鑑結果與大學招生及私立大學獎補助作業

進行連結。  
 
2. 大學系所評鑑—公開報告並將評鑑結果作為招生依據 

2006 年起，由評鑑中心分批實施之大學系所評鑑作業係以學門為分類

單位，採用不做排名與校際比較的「認可制」精神，由專業同儕進行品質

判斷，藉此認證系所是否達到應有的品質標準；至於評鑑結果，則分為「通

過」、「待觀察」及「未通過」三種（高等教育評鑑中心，2006b：12）。教

育部對不同評鑑結果之後續處理方式如表 3-23 所示： 
 

表 3-23  我國教育部對系所評鑑結果之處理方式 
評鑑結果 評鑑中心處理方式 教育部處理方式 備註 

通過 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與執行

成果，報部備查。 
五年不必再受評。 

待觀察 

1.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與執

行成果，隔年接受「追蹤

評鑑」。 
2.追蹤評鑑內容僅針對評

鑑結果所提問題與缺失。

1.隔年不得擴增招生名額。

2.第二年起追蹤評鑑，直到

通過為止，若連續兩次未

通過，停招停辦。 

未通過 

1.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與執

行成果，隔年接受再評

鑑。 
2.再評鑑內容根據評鑑項

目重新進行評鑑。 

1.隔年再減招。 
2.第二年再評鑑仍未通

過，停招停辦。 

1.認可有效期限

為五年。 
2.各種處理方式

均以評鑑結果

正式公布日起

一年為改善

期。 
3.追蹤評鑑或再

評鑑通過後，

有效期間為本

次五年評鑑循

環剩餘時間。

資料來源：整理自高等教育評鑑中心（2006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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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23 可知，系所評鑑旨在透過外部專家之同儕評鑑方式，對系所

之品質進行判斷與認可，並將評鑑結果作為大學停招、減招之依據，亦即

將系所評鑑機制與大學進退場相結合。茲將截至今（2008）年 12 月為止，

各次系所評鑑整體結果呈現如表 3-24 所示。 

 
表 3-24  我國 2006 年至 2008 年大學系所評鑑結果 

評鑑結果 
年  度 學門

數 
受評 

學校數 
受評 

系所數

受評 
班制 通過 待觀察 未通過 

2006 44 17 362  279 (77.1%) 71 (19.6%) 11(3%) 

2007（上） 46 10 242  159 (65.7%) 55 (22.7%) 27 (11.2%)

2007（下） 46 9 264 458* 386 (84.3%) 65 (14.2%) 7 (1.5%) 

2008（上） 47 9 231 418 376 (89.9%) 42 (10.0%) - 

2008（下） 47 8 正在進行中 

資料來源：高等教育評鑑中心（2007：11；2008b：7；2008c：7；2009：9）。 
註*：為顯示系所辦學的多元風貌，自 2007 下半年度開始實施之系所評鑑，除管理學門設在院級

下之在職專班獨立給予認可外，其他學門分別依博士班、碩士班、大學部學士班亦分別認

可評鑑結果，即同一系所不同班制採分別認可（2008d：12）。 

由表 3-24 可知，在目前已公布之大學系所評鑑結果中，2007 上半年

度通過評鑑之系所比率僅有 65.7％，遂造成評鑑未通過系所之巨大衝擊與

尚未接受評鑑學校之恐慌。然而，在政策執行的過程中，教育部與受託之

評鑑中心卻也出現協調不足之情況。 

評鑑中心董事長劉維琪（2008：4）指出教育部曾於 2006 年 2 月時表

示，對於評鑑結果「未通過」的系所會給予再次評鑑的機會，若連續兩年

評鑑未通過才會逕行處分，當時大學對此並無異議。未料隔（2007）年 6

月第一次系所評鑑結果出爐後，教育部為回應外界之期待與壓力，逕行於

10 月間宣布將對未通過評鑑之系所採取減招 1/2 的懲處，藉此突顯嚴格執

行大學退場機制之決心。然而此項政策一推出，立刻引起大學校院恐慌，

並衍生許多後遺症，其中最受爭議者即在於減招違反系所評鑑以「認可制」

為主的基本精神。因認可制之主要目的在於協助系所進行自我改進；為達

成前述目標，評鑑委員多以嚴格標準來評鑑系所，但無論評予「待觀察」

或「未通過」之結果，皆是希望能透過再評鑑機會促使大學儘速改進並提

升辦學品質。然而教育部若在第一年評鑑結束後立即處分辦學不佳之系

所，將使認可制美意盡失，亦不利於大學品質之提升與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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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我國刻正進行之大學系所評鑑制度，規劃時雖係參考歐美

大學認可制之經驗與精神，然而橘逾淮而為枳，最後仍因國情不同而產生

質變結果。就國外實施認可制情況觀之，其評鑑結果較少作為增設系所、

核定招生名額及經費補助參考；但我國目前大學系所評鑑之作法，卻將評

鑑結果作為各校停招停辦等大學退場機制之依據，此時各校面臨評鑑未過

即可能被迫退場之窘境，一來容易對評鑑產生防衛心態；二來亦可能造成

大學為應付評鑑而過度重視外在形象包裝與美化，忽視實質層面之改進，

最後導致教育部原先欲藉由評鑑促進大學系所建立自我改進機制之初衷

在政策更迭下逐漸變質。 

有鑑於此，現任教育部長鄭瑞城（2008：2-3）表示，為減少評鑑結果

不佳對大學和社會的衝擊，將評鑑結果與退場機制進行連結應有緩衝期。

易言之，未來教育部將採取「緩進」與「微調」之退場政策，讓評鑑未通

過之學校有充裕時間做好退場機制的配套措施，另對成立時間在一年以內

之系所也不應給予「未通過」之評價，以符合評鑑目的。 
 

三、量化績效指標之發展 

由英美等國大學發展經驗可知，為提升大學之國際競爭力，政府對建

構績效指標與公布績效報告不遺餘力，例如美國聯邦政府每隔兩年即出版

《Measure Up》報告書，公布各大學在指標上的表現；另英國 HEFCE 亦

每隔數年修訂績效指標並公布大學在指標上的表現。由此可知，如何定

義、評估並改進大學品質，已成為先進國家政府與民間共同關注之議題，

由於績效指標已被公認為一種較有效評估大學品質與績效責任的管理工

具，故英美等國早已致力於績效指標之建構。 

另就我國大學運作現況而言，伴隨著高等教育的大眾化趨勢與政府財

政緊縮帶來的壓力，各界對於大學績效責任的要求也愈來愈高，然由於國

內尚未建構出一套公認可明確體現大學辦學成效之指標系統，遑論將各大

學績效表現集結成冊後定期公布。目前教育部統計處網站上雖每年公布各

大學基本資料庫，惟就其內容觀之，目前仍停留在提供學生人數、專任教

師數、職工數、校舍面積等投入項目，產出項目則僅有畢業生人數與學生

休退學人數等，至於與各校學生學習成果、教師研究成果、畢業生流向、

雇主滿意度、學校財務狀況、募款能力等有關的資料則付之闕如。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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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亟需建構一套公認能有效體現大學品質的指標系統，再透過政府

力量蒐集與統合相關資料後定期公布，如此一方面讓社會大眾能透過指標

瞭解大學之績效表現，另方面也可藉此說明為何某些大學可以獲得相對較

多的經費補助。 

馬信行（1990：39-40）曾指出評鑑工具若不夠客觀，將造成人力與財

力之浪費，更會影響辦學士氣，因此建議應採取可測量、觀察且明確的評

鑑指標。目前我國雖未如美英等國一般，由政府部門或政府委託的半官方

機構來公開宣示大學績效指標的重要性；但近年來由於大學評鑑作業的蓬

勃發展，進而帶動相關單位對績效指標之需求。從 1990 年代至今，國內

學者對建構大學績效指標不遺餘力，相對亦累積十分豐碩之研究成果。茲

舉其中以大學領域為主之研究結果說明如下。 

 

（一）教育指標系統整合型研究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透過文獻分析法、專家座談、小組研討、德

懷術、移地研究、分區座談和小規模資料蒐集等方法，歷經三（1998-2000）

年時間整合國外機構的研究成果，提出不同領域之教育指標。其中大學領

域之教育指標系統如表 3-25 所示，除了臚列 20 個主要指標項目外，並增

列 18 個次要指標項目供參考。此外，並根據大學教育階段特色，選定其

中經費支出比、圖書儀器設備支出比、大學就學率、生師比，與每千教師

出版論文數等 5 項指標作為重要且具有代表性的指標。 
 

（二）國家層級大學教育指標系統 

王保進（1993、2004）所進行之高等教育績效指標之研究，側重於建

立與評估大學績效指標之可行模式。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一套包括投入、

過程、產出之國家層級教育指標系統，投入指標包括教育資源、教師品質，

及學生品質三個向度；過程指標包括學校品質、課程品質，與教法教導三

個向度）；產出指標包括教學、研究與服務三個向度。並依各指標之重要

性與可測量程度，分為主要、次要與參考指標。茲就其研究成果整理如表

3-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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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5 我國大學教育指標系統 
指標項目 操作型定義 

1 學校分佈均等度 大學校院在二十三縣市分布之基尼係數 
2 經費支出比 大學教育總經費占政府 GNP 的百分比 
3 圖書儀器設備支出比 圖書儀器設備總經費占大學教育總經費百分比 
4 大學經費占總教育經費比大學教育總經費/全國教育總經費 
5 每生單位成本 大學教育總經費/全國學生總人數 
6 教師具博士學位比 專任教師具博士學位人數/專任教師總人數 
7 單位教師薪資 教學人事總經費/專任教師總人數 
8 大學就學率 20-24 歲人口接受大學教育人數/20-24 歲人口總人數 
9 生師比 學生總人數/專任教師總人數 
10 教師研究風氣指數 專任教師年度獲得研究經費/全國 R&D 支出總額 
11 單位教師開設學分數 大學開設總學分數/專任教師人數 
12 學生自由選修課程率 大學開設選修課程總學分數/學生總人數 
13 大學學歷人口率 每千人口中大學學位畢業之比率 
14 退學率 年度退學學生人數/學生總人數 
15 結業率 年度繼續升學畢業生人數/畢業生總人數 
16 論文被引用率 專任教師出版論文在 SCI 與 SSCI 排名 
17 每千著作書籍數 專任教師出版學術性書籍冊數/專任教師總人數*1000 
18 每千教師出版論文數 專任教師外審學術期刊論文發表數/專任教師總人數*1000
19 教師研究活力指數 教師每年至少有一篇論文刊登在有外審學術期刊論文人數

/專任教師總數 

主

要

指

標 

20 推廣進修教育收入比 推廣進修教育收入/大學教育總經費收入 
1 經費成長率 年度大學教育總經費增加數/前一年度大學總經費數 
2 資本門經費支出比 資本門總經費占大學教育總經費之百分比 
3 每生圖書儀器設備支出 圖書儀器設備總經費/學生總人數 
4 每生圖書數 圖書冊數/學生總人數 
5 每生期刊數 中外文期刊總數/學生總人數 
6 專任教師比 專任教師總人數/兼任教師總人數 
7 女性專任教師比 女性專任教師總人數/專任教師總人數 
8 原住民學生比 原住民學生人數/學生總人數 
9 研究生學生比 研究生學生人數/學生總人數 
10 回流教育率 非全時研究生人數/研究生總人數 
11 單位行政能力負擔 學生總人數/專任行政職員總人數 
12 單位教師研究收入 專任教師獲研究經費補助總金額/專任教師總人數 
13 國際教育交流指數 外國留學生人數/學生總人數 
14 國內升學率 年度畢業生繼續升學研究所人數/畢業生總人數 
15 博士學位畢業生率 博士學位畢業生人數/學生總人數 
16 每千教師發明專利數 教師發明或國內外專利件數/專任教師總人數*1000 
17 每千教師研究專案數 教師獲得研究專案計畫件數/專任教師總人數*1000 

次

要

指

標 

18 學術期刊品質指數 年度本國學術期刊受 SCI 或 SSCI 認可數/年度出版學術期

刊總數 

資料來源：整理自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403-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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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6 我國國家層級大學教育指標系統 
範    疇 主要指標 次要指標 參考指標 

教育資源

學校分佈均等度 
經費支出比 
圖書儀器設備支出比 
每生單位成本 

經費成長率 

資本門經費支出比

每生圖書儀器設備
支出 每生圖書數 

每生期刊數 

人事經費支出比 
每生資本門支出 
每生宿舍空間 
每生圖書館空間 

 

教師素質
教師具博士學位比 
單位教師薪資 

專任教師比 
女性專任教師比 

 

投入 

學生素質
大學就學率 原住民學生比 

研究生學生比 
回流教育率 

兩性學生比 

學校品質 生師比 單位行政人力負擔 單位電腦負擔學生數 

課程品質
教師研究風氣指數 
單位教師開設學分數 

單位教師研究收入  
過程 

教法教導 學生自由選修課程率 國際教育交流指數 建教合作專業訓練率 

教學 
大學學歷人口率 
退學率 
結業率 

國內升學率 
博士學位畢業生率 

失業率 
留學率 

研究 

論文被引用率 
每千名教師著作書籍數

每千名教師出版論文數

教師研究活力指數 

每千教師發明或專利數

每千教師研究專案數 
學術期刊品質指數 

每千名教師參加國際學

術研討會發表論文數 
擔任學術性期刊編輯委

員率 

產出 

服務 推廣進修教育收入比  教師參與推廣教育率 

資料來源：整理自王保進（2004：40-41）。 
 
由以上國內學者相關研究成果可知，目前國內對於大學績效指標之建

構，雖可分為教學、研究與服務三構面，但由於教學與服務成果測量不易，

因此相關指標之建構也較少，目前多以替代性的績效指標來間接測量大學

教學與服務方面表現。首先就教學而言，多採用退學率、畢業率、失業率、

就業率等指標，其次就服務觀之，則以大學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

等項目作為衡量大學服務表現之績效指標。易言之，國內雖已陸續針對高

等教育資料庫之建置進行研究（彭森明，2005），但就內容觀之，仍偏向

教師素質、學生素質與學習行為之表現等，與大學績效表現攸關之教育財

政資料庫則仍在建置中（許添明，2008）。由此可知，我國大學績效指標

整合型系統目前仍處於學術研究階段，有待主管機關持續挹注經費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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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我國大學之經費來源與分配方式 

在過去菁英教育階段，國內各大學之間除了領域重點有所區別外，彼

此並無明顯歧異或發展特色，且政府對各大學資源挹注亦採一致性標準或

齊頭式分配。但隨著大眾化高等教育時代的來臨，政府已無力再以雨露均

霑的方式補助公私立大學，故開始引進競爭機制，將一部份政府經費透過

大學校院績效表現來分配。易言之，過去各大學辦學品質取決於資源多寡

的心態，在現代社會中已逐漸調整為如何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追求最佳

運用效率並達成提升辦學績效的理想。 

目前教育部對大學分配的競爭經費雖採取特別預算方式編列，以避免

排擠大學基本運作需求；但由於對大學獎勵經費仍未建立一個合理且有效

的分配基礎，故常引起未獲獎助學校對分配過程與結果之質疑。為瞭解我

國大學競爭經費分配現況，茲就我國大學補助辦法之頒佈實施、大學機構

之經費來源與政府競爭經費之分配方式說明如下。 

 
一、經費補助辦法之實施 

在 1997 年以前，我國教育經費一直受到《憲法》第一六四條所規定

「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在中央政府不得少於其歲出經費總預算之百

分之十五；在省不得少於其歲出經費總預算之百分之二十五；在縣市不得

少於其歲出經費總預算之百分之三十五。」之保障。惟前述對教育經費之

規範與保障，隨著 1997 年修憲時一六四條遭凍結而消失。其後為彌平民

意代表與教改團體認為教育經費編列將在各政事部門競爭中受到忽視之

疑慮，教育部遂委託學者對教育經費之規範問題進行研究。經過朝野多次

研議與協商後，終於在 2000 年 11 月 28 日經立法院三讀通過《教育經費編

列與管理法》，依據該法第三條第二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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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年度決算歲入淨額平均值之百分之二十一

點五」。 

前述《教育經費編列與管理法》之公布實施，除讓我國教育經費之穩

定成長獲得立法保障外，其中第十條亦反映出績效本位之經費編列精神。

詳言之，第十條對於衡酌教育指標、學生單位成本或其他影響教育成本之

因素，研訂教育經費計算基準並發展學校特色之規定如下：「行政院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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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基準委員會應衡酌各地區人口數、學生數、公私立學校與其他教育機

構之層級、類別、規模、所在位置、教育品質指標、學生單位成本或其他

影響教育成本之因素，研訂教育經費計算基準，據以計算各級政府年度教

育經費基本需求，並參照各級政府財政能力，計算各級政府應分擔數額，

報請行政院核定之。」由此可知，目前我國大學經費之計算基準與教育品

質指標關係密切，且反映出以績效為本位經費分配之精神，亦與前述歐美

先進國家所採行之績效補助計畫之趨勢不謀而合。 
 
二、大學機構之經費來源 

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趨勢下，政府必須將有限資源做更有效的分配與

運用，故必須引進競爭機制，根據學校特色進行獎助，期能藉此引導學校

根據其體質與利基重新思考發展方向，建立競爭優勢。為瞭解我國政府對

大學機構之獎補助情形，茲就我國公私立大學經費來源分述如下。 
 
（一）公立大學經費來源 

1996 年以前，我國公立大學預算編列與經費運用，係採取統收統支的

公務預算體制，其經費收支的審核方式與政府所屬其他機關相同。在公務

預算體系下，每年教育預算之編列須經立法院同意；且預算一經撥付後，

若執行未達一定比率，則學校尚有受到懲處之可能。至年度終了時，各校

經費支出若有結餘亦不能留用，必須依規定解繳國庫。在此情況下，各公

立大學機構在經費運用時，多以執行預算及消化預算作為決策基礎，甚少

考量成本效益原則，致經費運用缺乏效率。 

有鑑於此，為提昇公立大學機構經費運用效率，並要求各大學擔負起

應有之績效責任，自 1996 年起國立大學開始分批試辦校務基金制度。在

前述制度下，各大學必須自籌部份經費，亦即透過學雜費、募款、建教合

作、推廣教育，以及其他業務收入等，多方面爭取學校所需資源。實施校

務基金制度之目的在於：1.強化績效責任：透過賦予學校自行籌措部份財

源之責任，以強化各公立大學機構財務經營的責任與理念。2.引進成本效

益：實施校務基金制度後，政府對大學運作所需之經費支出由全額負擔改

為部份補助，故為撙節經費，各校需提昇教育經費運用效率。3.提昇辦學

品質：為增加學雜費收入，學校必須提昇辦學品質以吸引學生入學。4.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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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自我特色：為吸引各界捐款，學校將致力於提昇辦學績效、發展自我特

色，藉以增取社會支持與認同。5.善用學校資源：為增加經費收入，學校

必須致力於開拓財源，例如將場地、設備等提供外界使用以收取場地費、

租金等，以達成學校各項資源的充分利用。 

校務基金制度實施十數年後，公立大學財源結構已有顯著變化，1997

年時公立大學各項收入來源中政府補助高達 61%（丁志權，1999：75），

至 2008 年時，該比例已降至 47.1%（教育部會計處，2008）。我國公立大

學 2004 年至 2008 年度財源結構如表 3-27 所示，由該表可知，在實施校務

基金制度公立大學之財源中近五年政府補助比例雖逐年降低，但整體而言

仍維持在 47%左右，可見公立大學目財源前仍是以政府經費補助為主。立

法院預算中心（2008：20）在《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 97 年度預算整體

評估報告》中亦指出，檢視校務基金成立迄今，政府對國立大學校院補助

未曾減少，顯見各校自籌財源能力及其運用效益仍有待加強。 

至於學校自籌收入部分，則以學雜費收入及建教合作收入占大宗，前

者近五年來大致維持在 21%~22%；後者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由 18.6%逐

年提升至 21.5%。至於推廣教育收入，整體而言占學校總收入不到 2%，且

有逐年降低趨勢，顯示公立大學若欲提升自籌收入比例，未來可從提升推

廣教育收入著手。此外，其他自籌收入中尚包括投資收入，但整體而言，

目前公立大學投資方式多以定存方式孳息、持有上市上櫃公司股票或委託

投信公司代為操作有價證券為主，其投資僅占整體資金比率之 1%~2%。由

此可見，目前各校對閒置資金之運用仍嫌保守（預算中心，2008：41）。 

 
表 3-27 我國公立大學各年度預算財源結構（不含特別預算）     單位：% 

年度 
項目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政府補助收入 51.9 50.6 49.4 47.9 47.1 
學校自籌收入 48.1 49.4 50.6 52.1 52.9 

學雜費收入 21.0 21.5 21.5 21.7 21.6 
建教合作收入 18.6 19.1 20.1 20.6 21.5 
推廣教育收入 1.9 1.7 1.6 1.5 1.3 
其他自籌收入 6.6 7.0 7.4 8.3 8.5 

學校總收入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資料來源：整理自教育部會計處（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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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私立大學經費來源 

根據我國《憲法》第 167 條規定，國家對於國內私人經營之教育事業

成績優良者，應予以獎勵或補助。另《私立學校法》中亦明訂對私校之獎

勵專章，規定政府應對辦學成效良好的私立學校給予獎助。基此，教育部

自 1975 年起即編列預算獎助私立大學校院；惟初始時並未明確規定獎助

項目。直至 1978 年，才將獎補助私立大學之項目細分為師資獎助、軍訓

教官待遇獎助及教學獎助，並逐年擴大獎助項目（蓋浙生，1999：199）。 

其後，教育部為整合大學資源，協助學校進行長遠規劃，另自 1990

年度起推動「私立大學校院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由各校院就其發展重點、

特色、資源運用等內容擬定計畫書，並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通過後，

函報教育部審核，再據以核給獎補助經費，並將審查意見與具體建議送請

學校作為執行與檢討之參考，學校每年亦提報計畫執行狀況及檢討修正情

形，以供審核委員追蹤查核（國立教育資料館，1998：87-88）。 

為提升私立大學經費分配效率，自 1997 年度起，政府更進一步將核

發給私立學校之經費分為「獎助」與「補助」兩部份，各占 50%。補助為

學校基本運作所需經費，故以學校基本條件與運作條件作為分配依據；獎

助則為學校成長發展所需經費，目的在協助學校建立發展特色，因此各私

立大學校院必須提出整體校務發展計畫，政府再根據該計畫之審核結果、

辦學成效，以及學校規模與性質來核定獎助金（國立教育資料館，1998：

87-88）。 

2004-05 年時，教育部委託台評會進行大學校務評鑑作業，為避免造

成私立大學行政業務之負擔，故將 2005 年度「私立大學校院整體發展獎

補助作業」與「大學校務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合併辦理，遂讓私校獎補

助作業由「審核」過渡至「評鑑」形式（教育部高教司，2006a：4）。此外，

教育部為促進學校間的競爭以提升其績效表現，故逐年調整補助與獎助相

對比例，由 1997 年獎補助比例各占 50%，至 2005-07 年（該項作業以三年

為一個作業期程）已調整為補助占 35%，獎助占 65%（教育部高教司，

2006a：59-64）。由前述獎補助比例之調整可知，教育部對於私立大學經費

分配有愈來愈強調依大學績效表現來進行擇優獎助之趨勢。 

茲將我國 2004-2006 學年度私立大學財源結構呈現如表 3-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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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8 我國私立大學校院財源結構                         單位：% 

           學年度 
項目 

2004  2005  2006 

政府獎補助收入 10.1 11.2 11.9 
學校自籌收入 89.8 88.8 88.1 

學雜費收入 59.4 61.8 58.0 
推廣教育收入 2.9 3.5 2.9 
建教合作收入 8.1 8.8 8.7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0.1 0.1 0.1 
捐贈收入 9.4 5.9 4.5 
作業收益 3.2 3.0 3.7 
財務收入 3.4 2.1 6.6 
其他收入 3.3 3.6 3.6 

經常收入合計 100.0 100.0 100.0 
資料來源：整理自教育部會計處（2008b）。 
註：財務收入包括利息收入、投資收益及基金收益。 

 
由表 3-28 可知，與公立大學相反，我國私立大學校院目前收入來源仍

以自籌為主，其中尤以學生學雜費收入所占比例最高，約占學校經常收入

60%，其次才是政府獎補助收入，約占學校經常收入 10~12%。由此可見，

相對於學生學雜費收入，私立大學財源中其他項目收入來源比例仍相當

低，惟囿於國際經濟不景氣影響，短期內欲期待政府增加對私立學校之經

費挹注仍有困難，故私立大學若欲增加經費來源，在推廣教育、建教合作

或募款等項目上仍有發展空間。 

 

三、政府經費之分配方式 

根據《教育經費編列與管理法》規定，自 2002 年起我國政府對大學

機構之經費補助，將先由行政院「教育經費基準委員會」負責計算出分配

給教育部之經費預算後；再由教育部將教育經費預算分為兩部份。第一部

分，係為維持公立大學運作所需之基本需求補助，此部份不需經「教育經

費分配審議委員會」審議，由教育部直接分配；第二部分，則是對公私立

教育事業特定之競爭經費獎補助，依法需經「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

審議後分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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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言之，目前我國政府對大學機構之經費分配可分為兩類，其一為基

本需求補助；其二為績效本位獎助。前者為公立大學之基本運作需求

（needs-based）經費，如校務基金補助、私立大學校院整體發展計畫補助

與一般經費補助；後者則在教育部政策目標下，以大學機構之績效表現

（performance-based）為分配基礎，如私立大學校院整體發展計畫獎助、

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等。茲就

基本需求補助與績效本位獎助之內容分述如下。 

 

（一）基本需求補助 

 1.公立大學 

教育部在分配所屬機關學校（即公立大學校院）之基本需求補助時，

主要分為基本運作經費、延續性工程經費，與發展經費等三項經費核算。

在基本運作經費方面，政府應依不同學門精算學生的單位成本，再依單位

成本考量補助公立大學學雜費以外的費用，讓公立大學每位學生均能達到

單位成本的補助額度，以確保校務運作的基本需求。 

1999 年以前，基本運作經費係依據中央政府總預算編審辦法所定之各

項費用編列標準，配合教育部所定之相關標準後，匯集成教育部版之各項

費用編列標準表，各校即依此標準查填報核。教育部則將各校計算所得之

基本運作經費乘以部定之補助比率後，即得到教育部擬補助的基本運作經

費。但由於前述依各項費用標準表來計算基本運作經費之方式項目過細，

可能造成經費補助政策目標不明確。故自 1999 年以後，基本運作經費改

為以系所及學生單位作分配，亦即將人事費、行政工作維持、教學研究訓

輔、學生獎助學金、公勞健保，以及退撫等經費均納入公式計算範圍。前

述各項經費支出依設定之各級各類學生權重分攤計入每生成本，各校再依

各類系所數及學生數計算所需經費，最後教育部再按 75～80%之比率補助

學校。至於延續性工程經費主要由學校考量延續性工程在下一年度依工程

進度可能尚需支用之經費填報，由教育部考量工程預算執行情形來核算；

發展經費則考量各機關學校特殊情況與發展需求來核給（丁志權，2002：

12；陳春宏，2000：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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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為了強化大學績效表現，教育部已規劃自 2009 年度起，將原發展

性經費轉型為績效型補助款，此部分經費初步規劃分配原則如下：在衡量

指標上，配合教育部政策，並考量國立大學發展差異及學校績效訂定；衡

量指標以教育部現有資料為原則，以避免增加學校填寫報表負擔。另在分

配方式上，則依學校績效表現落入級距來分配補助款額度（何卓飛，

2008）。 
 

 2.私立大學 

目前政府對私立大學之基本需求補助，係依據《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

校院校務發展計畫》來進行。教育部對於私立大學的獎補助經費分為兩部

分，即補助經費與獎助經費。在 2008 年以前，教育部對私立大學獎補助

計畫以 3 年為一期程，第一年由審查委員赴各校進行實地訪視；第二、三

年則僅就各校所提送前一學年度執行成效報告書進行書面審查，並提供委

員審查意見供各校作為改進及修訂發展計畫之參考。 

2005-07 年教育部補助指標項目及其權重如表 3-29 所示。 

表 3-29 教育部 2005-07 年私立大學校院獎補助作業補助項目及指標 
項目 指標 權重 比例 

加權生師比情況 35% 
人力 

專任教師中助理教授以上所占比例 30% 
空間 校舍面積情況 15% 

資源

投入 
設備 年度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經費 20% 

占補助

30% 

醫學系 3.5 
研究生 3.0 
大學日間部及第二部 1.5 

醫學院其他各系、理工

農學院類、及建築設計

藝術類學系 大學進修學士班 0.6 
研究生 2.0 
大學日間及第二部 1.0 

學生 
加權 

文法商管學院 
大學進修學士班 0.4 

教授 2.0 
副教授 1.7 
助理教授 1.4 

教師 
加權 

講師 1.0 

學
校
規
模 

職技 
人員 

學校編制內在校支薪之專任職員、助教、技術人員、研究人員

及以學校人事費支出非專案計畫聘任之約聘人員 

占補助

70%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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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29 可知，教育部對於私立學校之補助經費係針對各大學資源投

入及學校規模進行補助。其中並以學校規模占補助經費 70%為大宗，易言

之，當學校博碩士學生與專任教授人數愈多，在基本需求補助經費之計算

上愈具優勢。 

惟自 2008 年度起，有鑑於高等教育環境變遷快速，為即時因應環境

變化需求，教育部遂決定將 3 年一期程的作業方式改為每年滾動式修正，

另補助占總經費之比例亦由 35%降至 30%，補助指標亦隨之調整，除仍保

留原資源投入指標與學校規模指標外，亦將教育部近年來十分強調之照顧

弱勢族群學生政策納入補助指標中，且占補助經費之 30%，其重要程度可

見一斑。2008 年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之補助指標及其權重詳見表

3-30。 
 

表 3-30 教育部 2008 年私立大學校院獎補助作業補助項目及指標 

補助項目 指標 權重 比例 
1.加權學生數 40% 
2.加權教師數 45% (一) 規模補助 
3.職技人員數 15% 

占補助

40% 

1.整體教學資源投入 20% 
2.校務發展經費籌措成效 10% 
3.加權全校生師比 30% 
4.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比例 25% 

(二) 投入補助 

5.校舍面積 15% 

占補助

30% 

(三) 助學補助  占補助

30%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由表 3-29 與 3-30 之比較可知，2008 年度起由於教育部補助項目新增

「助學補助」指標，導致規模補助占補助經費之比例受到排擠，由 2007

年之 70%降至 2008 年之 40%。再者，投入補助項目中亦新增「整體教學

資源投入」與「校務發展經費籌措成效」指標。前者係以各校自有資源投

入來計算，不包括教育部補助經費；後者則就各校政府補助與學雜費收入

以外之經費籌措成效來評估。易言之，若各校捐贈收入、建教合作收入、

推廣教育收入、財務收入與其他收入等項目之籌措成效愈好，在補助經費

之計算上即愈有利。此外，助學補助經費之核撥方式由原先核撥給學校，

改為直接補助學生學雜費用，遂讓各私立大學獲補助金額普遍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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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績效本位獎助 

自 1980 年代以後，政府在醫療保險、環境保育以及各項公共建設上

的支出大幅增加，但稅收卻未相對成長之情形下，致各政事部門為爭取有

限經費而產生資源排擠效應。此時國內接受高等教育之學生人數雖然逐年

擴充，但政府卻已無力再依其成長比例增列經費，基此，我國政府在大學

經費之分配上遂開始引進競爭機制，藉此一方面將有限經費做擇優補助；

另方面也為大學建構一個良性的競爭環境，以提昇大學辦學品質。 

陳麗珠（2000：88-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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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言之，各大學向政府爭取經費補助前，

必須先提出一套完整的校務發展計畫，自行估算未來各階段的資源需求，

再就需要政府補助的部份提出申請。教育部在受理各校申請時，得通盤考

量各校提出計畫內容之周延性、前瞻性，以及政府當年財政能力後再分配

可用額度；必要時應配合實地考察與訪視，以確保各校經費運用的進度與

適當性。最後，在績效原則下，對於資源使用績效良好者，另給予額外的

經費獎助。 

由教育部現行大學資源配置政策觀之，教育部於「強化大學教學、研

究基礎建設，提昇大學競爭力」的總目標下，自 1998 年起開始運用各種

競爭計畫，藉由經費誘因來引導大學校院整合資源、建立特色，以全面提

昇大學國際競爭力。再者，發展國際一流大學與頂尖研究中心與教學卓越

等計畫之推動，皆是為了提升大學競爭力，故其經費分配皆視大學績效表

現而定（教育部，2002：24）。由 2005 年教育部對大學之經費獎補助情形

觀之，政府高等教育總預算為 734 億元（含特別預算為 834 億元），其中

競爭性經費即占了 13.8%，由此可看出政府為打破過去齊頭式分配所做的

努力（教育部會計室，2008a）。 

茲將教育部近年重點競爭性獎助計畫，如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

計畫，發展國際一流大學與頂尖研究中心計畫，以及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分項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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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近年來，教育部對於私立大學之經費核配有愈來愈重視獎助經費之趨

勢，並表現在近十年補助與獎助經費相對比例之調整上。由表 3-31 可知，

在 1996 年時，本計畫補助比例仍高於獎助比例。1997 年時調整為各占一

半，2005 年時，獎助比例已高於補助比例，2008 年時，又繼續提高獎助

占總經費的比例。由此可知，為落實大學獎優汰劣機制，教育部早從調整

本計畫之補助與獎助比例著手。 

 
表 3-31  教育部私立大學校院獎補助計畫補助與獎助比例歷年調整情形 

項目 1996 1997 2005 2008 

補助比例 60% 50% 35% 30% 

獎助比例 40% 50% 65% 70% 

合    計 100% 100% 100% 100%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再就教育部對私立大學校院之獎助項目而言，2005-07 年度之作業方

式，係由審查委員依據各前一學年度校校務發展計畫（包含學校辦學理念

與目標、學校特色、發展策略、經費規劃等項目）執行成效追蹤，與學校

在教學、訓輔、研究、推廣、國際化及行政等六項辦學績效指標上的表現

來評分。績效表現之評分方式，係包括學校所提供之質性文字敘述與依教

育部規定表格提報之量化數據，教育部將學校在各項目之得分帶入獎助公

式，藉此計算各校所能獲得之獎助經費。其中校務發展計畫之權重在從

2005 年到 2007 年逐年降低，由 30%降至 10%；辦學績效之權重則相對提

高，從 70%升至 90%，由此可知，教育部對於私立學校之獎助款，係採績

效本位之分配方式，主要以學校辦學績效之整體表現作為經費核發依據。

且教育部所扮演之角色，亦逐漸從協助各私立大學校院建立特色之輔導

者，轉而成為考核各校辦學績效之監督者。 

自 2008 年起，為提高本計畫獎助經費計算之客觀性，獎助經費核配又

新增其他量化指標，並與書面審查相輔相成。茲將 2008 年私立大學獎補

助作業指標項目及權重整理如表 3-32。 

 

年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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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教育部 2008 年度私立大學校院獎補助作業經費計算指標項目及權重 
項目 指標細項及權重  

1.加權學生數40%  
2.加權教師數45%  

(一) 規模補助 
 
40% 3.職技人員數15%  

1.整體教學資源投入20%  
2.校務發展經費籌措成效10%  
3.加權全校生師比30%  
4.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比例25%  

(二) 投入補助 
 
30% 

5.校舍面積15%  

一、 
補助 
30% 

(三) 助學補助30% 
1.大學校務評鑑40%  
2.大學校院系所評鑑40%  

(一) 大學評鑑 
 
20% 3.專案評鑑－體育訪視20%  

(1) 質化指標70% 根據教學、研究暨經費支用計畫書內容 
1合格專任教師授課情形5% 
2學生參與實務實習5% 
3畢業生流向及生涯發展規劃5% 
4學生英語檢定通過率5% 
5學生參與競賽成效5% 

1.教學40% 
(2) 量化指標30%

6外國學生、僑生及交換學生人數5% 
(1) 質化指標70% 根據教學、研究暨經費支用計畫書內容 

1鼓勵合格專任教師研究、升等、進修補助成效10%
2合格專任教師學術研究計畫成效10% 

2.研究40% 
(2) 量化指標30%

3學校產學合作成效10% 

(二) 教育特色 
 
40% 

3.學輔20%  
1助學金學生比率35% 
2助學金支出每生平均數額35% 
3生活學習獎助金支出每生平均數額15% 

(1)助學成效80% 

4工讀金支出每生平均數額15% 

1.助學措施30% 

(2)就學貸款宣導成效20% 
(1)校園災害防救教育與宣導50% 2.校園安全20% 
(2)安全衛生工作績效50% 

3.品德教育10%  
4.生命教育10%  
5.性別平等教育10%  
6.校園無障礙環境10%  
7.升等授權自審10%  
8.智財權保護 【納入98年度獎助指標】 

(三) 政策績效 
 
20% 

9.服務學習 【納入98年度獎助指標】 

1.會計行政50% 

(1)依各校前一學年度決算報告之行政成績核算，分數達80 分者，得參

與本目經費核配。 
(2)合格學校再依各校成績除以所有合格學校成績總和之比率核配本目

50%獎助款（98 年起占本目經費30%）。 

2.經費規劃50% 

(1)依各校編列本年度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由本部邀集學者專家成立

審核小組予以審核，成績達80 分者，得參與本目經費核配。 
(2)合格學校再依各校成績除以所有合格學校成績總和之比率核配本目

50%獎助款（98 年起占本目經費30%）。 

二、 
獎助 
70% 

(四) 經費規劃及

執行 
 

20% 

3.經費訪視成績核算 依前一年度獎補助經費訪視之成績分配核算【納入98 年度獎助指標】

資料來源：整理自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8：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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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瞭解 2007 年度與 2008 年度獎補助指標之調整情形，茲將 2

年度獎補助指標項目及權重整理如表 3-33 所示。 
 
表 3-33  教育部 2008 及 2007 年度私校獎補助審查作業指標項目及權重之比較 

2 年度權重 2 年度指標 
占補/獎助比率項目 補助及獎助指標 

2008 2007  2008 2007 
1.加權學生數 40% 40% 
2.加權教師數 45% 45% 

規模

補助 
3.職技人員數 15% 15% 

40% 70%

1.整體教學資源投入 20% 20% 
2.校務發展經費籌措成效【2008 年度新增指標】 10% – 
3.加權全校生師比情況 30% 35% 
4.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比率 25% 30% 

投入

補助 

5.校舍面積 15% 15% 

30% 30%

一 
、 
補 
助 

30% 
vs. 

35% 
助學

補助 
依「大專校院弱勢學生資格查核系統」之核定金額撥款，再由

學校依實際補助經費辦理核銷。【2008 年度新增指標】 30% – 

1.大學校務評鑑【2008 年度新增指標】 40% – 
2.大學校院系所評鑑【2008 年度新增指標】 40% – 

大學

評鑑 
3.專案評鑑－體育訪視【2008 年度新增指標】 20% – 

20% – 

1.助學措施【2008 年度新增指標】 30% – 
2.校園安全【2008 年度新增指標】 20% – 
3.品德教育【2008 年度新增指標】 10% – 
4.生命教育【2008 年度新增指標】 10% – 
5.性別平等教育【2008 年度新增指標】 10% – 
6.校園無障礙環境【2008 年度新增指標】 10% – 

政策

績效 

7.升等授權自審【2008 年度新增指標】 10% – 

20% – 

1.教學 40%
2.研究 40%
3.學輔 20%
4.國際化 – 

教育

特色 

5.推廣服務 – 

75% 40% 

一般行政 – 10% – 
會計行政 – 15% – 

90%

經費規劃及執行【2008 年度新增指標】 20% – 

二 
、 
獎 
助 

70% 
vs. 

65% 

校務發展計畫執行成效 – 10%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由表 3-33 比較 2008 年與 2007 年之獎補助指標可發現，兩年度獎助

指標之最大差異為 2008 年增列「大學評鑑」與「政策績效」指標，前者

依各校在大學校務評鑑、大學系所評鑑與專案評鑑（體育訪視）上之表現

來決定得分高低，亦即依評鑑結果擇優獎助；後者則反映學校配合教育部

推動政策之績效表現（何卓飛，2008b）。由此可知，就我國政府對私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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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院之經費獎助而言，其額度已經與大學校務評鑑、大學系所評鑑與大

學專案評鑑之結果產生連結。此外，值得一提者，過去數年教育部在計算

獎助經費時所採用之教師研究成果指標之一，即「SCI、SSCI、EI 與 AHCI」

等國際學術論文數量，由於爭議過大，自 2008 年度起已遭刪除。 

另將 2008 年度教育部獎補助指標之權重展開如表 3-34 所示。 

表 3-34  2008 年度獎補助指標展開後權重之排序 

項目 指標及指標細項 展開後 
權重 

重要性 
排序 

1.加權學生數 0.05 5 
2.加權教師數 0.05 5 規模補助 
3.職技人員數 0.02 8 
1.整體教學資源投入 0.02 8 
2.校務發展經費籌措成效 0.01 9 
3.加權全校生師比情況 0.03 7 
4.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比率 0.02 8 

投入補助 

5.校舍面積 0.01 9 

補助 

助學補助 0.09 3 
1.大學校務評鑑 0.06 4 
2.大學校院系所評鑑 0.06 4 大學評鑑 
3.專案評鑑－體育訪視 0.03 7 
1.助學措施 0.04 6 
2.校園安全 0.03 7 
3.品德教育 0.01 9 
4.生命教育 0.01 9 
5.性別平等教育 0.01 9 
6.校園無障礙環境 0.01 9 

政策績效 

7.升等授權自審 0.01 9 
1.教學 0.11 2 
2.研究 0.11 2 教育特色 
3.學輔 0.06 4 

獎助 

經費規劃及執行 0.14 1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由表 3-34 可知，與過去依專任教師及學生人數等學校規模因素來決定

教育部經費之情況不同，目前教育部分配給私立大學的經費，除了考量學

校經費規劃及執行效益外，最主要的決定因素包括學校在教學與研究等方

面之表現，以及各校之評鑑成績。然而在追求卓越之外，教育部為照顧弱

勢學生自 2008 年度所新增之助學補助指標，其權重亦不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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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展國際一流大學與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為促進國內大學之間的良性競爭與提升大學國際競爭力，政府在 2004

年推動的新十大建設計畫中，將「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列為首項計畫，規劃從 2005 年到 2009 年以特別預算方式編列 5 年 500 億

經費，期望能針對國內重點領域遴選具備國際競爭發展潛力的大學，以集

中給予更多經費挹注，達成 10 年內至少 1 所大學躋身國際一流大學，5 年

內至少 10 個頂尖研究中心或研究領域居亞洲一流的目標。本計畫規定各

校只要滿足規模化、法人化、國際一流三要件，即可參加申請，其審議期

程以 5 年間辦理 2 次學校申請資格審查為原則，第一梯次與第二梯次已分

別於 2005 年及 2007 年辦理，易言之，若申請學校未能於 2005 年獲得補

助，得於 2007 年再次提出申請計畫。本計畫共分成兩個部份，一是發展

國際一流大學計畫，另一是頂尖研究中心計畫。兩計畫之審查重點如表3-35

所示。 
 

表 3-35 發展國際一流大學與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審議重點 
名稱 審 議 重 點 

組織面之革新計畫 法人化、整併或合作計畫、預算管理 
人事計畫 優秀人才之延攬、人力資源之統整與精簡 

國際一

流大學 
產值提升 學生素質之提升、產學合作績效之提升、技術研發與轉移

組織面之革新計畫 學校支援或配合系統、國內外相關學校或研究機構合

作方案 
人事計畫 研究人才之編制與延攬 
產值提升 如研究表現指標、產學合作指標、教學改進指標 

頂尖研

究中心 

學校配套措施 設備資源之支援 

資料來源：教育部（2008a）。 
 
茲就兩梯次之審查指標與審查結果進行說明。 

(1) 審查指標 

第一梯次發展國際一流大學計畫之審議指標如表 3-36 所示，第二梯次

審查指標則如表 3-37。第二梯次審查基準為兼顧不同學校屬性，故審查指

標分為質化與量化兩部分，各占 50%，並為強調受補助學校之績效責任開

始採取退場措施，亦即透過定期審核機制來檢核各單位目標達成程度，如

果未能達成該項目標，則停止下一年度補助，藉此將有限資源集中於更具

有研究潛力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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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36 及表 3-37 之比較可知，為了對各校量化指標評估結果有較

為一致與公平之作法，第二梯次評分項目之採計已降低因申請學校規模

（即學生數與教師數）、屬性（即人文社會學科或自然學科）與特色等差

異所造成之影響，故分為研究（30％）、國際化（10％）、產學合作（10％）

等 3 項。此外，量化指標皆著重於學校產出層面的指標，係因教育部認為

唯有透過學校體質之改進，並對學校產出進行評鑑，雙管齊下，方能產生

具競爭力之國際一流大學。 

表 3-36  發展國際一流大學計畫第一梯次審查指標 
項    目 內      容 

1.學校經營管理

與組織運作制

度(含法人化

之準備) 

(1)大學校務會議提出承諾法人化同意書，並擬定法人化推動計畫書。 
(2)兩校整併須經校務會議通過整併之意願書及實施階段計畫。 
(3)學校預算管理：經費分配與統籌運用公、私部門資源之妥適性，即建

立學校獨立的經費查核機制及合理之經費自籌比例。 
(4)延攬優秀人才（國內外教師、學生、研究人員）之具體成效及相關支

援策略，含彈性薪資與人員晉用。 
(5)統整校內或校際人力資源、行政架構組織運作；包括行政組織之變革

（含系所淘汰機制）、教師及研究人員之評估與淘汰機制。 
(6)提昇教學績效、學術研究之創意機制與做法；包括促成產學科技研

發，人文特色發展及推動通識教育等之具體策略。 
2.學校基礎建設 (1)改善學校圖書儀器設備，含圖書館館藏、特色圖書典藏、網際交流設

施、儀器設備、校園友善環境之建立等教學資源提供。 
(2)教室宿舍建設，含e化教學設備、學人宿舍、國際學生安置、學生宿

舍供給比例等。 
(3)研究設備建設，含教師研究室、研究生研究室設施及後勤資源。 

3.學校提升教研

績效之具體成

果：躋身世界

百大具體分年

發展指標 

(1)教師素質：教授及助理教授所占比率、具博士資格者所占比率、獲國內

外獎項教授人數－如諾貝爾獎、全球性重要學會、國家院士或獎項等。

(2)校內優異學術領域透過跨校整合，達國際一流之具體績效。 
(3)著名國際期刊論文發表及引用數、影響指數（Impact Factor）：包括

SCI、EI、SSCI、A&HCI 等。 
(4)學術規模：研究計畫、產學計畫及智財權數量（含專利、技術移轉以

及專門著作等）。 
(5)卓越措施：提出校內建立完善之教學品質檢覈評估機制、提供教師教

學及專業之協助措施（如設有教學資源中心〈Faculty Development 
Center〉等），及具績效之教師教學評鑑、教師獎勵淘汰機制，系所

開設之課程規劃過程及定期檢討評估機制等。 
(6)提升學校國際化程度：提出與國內外相關學校，研究機構合作規劃設

置學程、學院、研究中心、共同頒授學位之具體作法及成效；如推

動雙聯學制、招收外籍生人數（國際學生中心）、辦理國際研討會

及英語授課情形與校園環境等。 
(7)學生素質：學生單位成本及生師比的提昇。 
(8)校友成就表現。 
(9)質化指標將由行政院邀請之國內外專家學者組成之上述審議委員會議定。

資料來源：教育部（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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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7 發展國際一流大學與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審查指標第二梯次審議指標 

類別 項      目 

1 學校辦學理念、願景、目標、策略及執行情形。  

2 
學校組織運作機制之調整與強化，提升學校研究及教學效能及

提高行政支援效益。 

3 校長及學術主管產生方式。  

4 校內人文社會發展之具體策略及成效。  

5 國際化環境建置、國際合作及重要國際認證。  

制度面  

6 系所評鑑機制、教師獎勵淘汰機制之建立。  

1 彈性薪資及延攬國外頂尖人才任教之具體措施及績效。  

2 
教師專業成長作法(如：鼓勵教師投入教學之措施、減輕年輕教

師教學負擔、鼓勵進修機制、強化教學助理制度…等)。  

3 師生獲得國內外重要獎項情形。  

4 重要及傑出之研究成果與規劃。  

教師面  

5 產學合作之策略規劃與具體執行成果。  

1 
提高學生學習成效辦法(如：師生互動及學生輔導機制、學生核

心能力之建立、服務學習…等)。  
學 習 與

輔導面  
2 就業輔導及畢業生追蹤機制。  

1 學校過去5年來重要具體成就。  

2 
教育部補助經費以外重要經費來源(如：學校接受其他政府機構

或財團法人等學術研究計畫補助經費…等)。  

質 化 

(50%)  

其他  

3 學校其他特色。  

1 近5年半(91.1-96.6出版年)學校發表之國內外重要期刊論文總數 

2 
近5年半(91.1-96.6出版年)該校發表之國內外重要期刊論文總數/
理工或人社專任教師數(國際期刊論文平均數)  

3 
近5年半(91.1-96.6出版年)該校發表之國內外重要期刊論文被引

用總數  

4 近10年論文受高度引用率HiCi之篇數  

5 國際學會Fellow會士與院士人數  

研究 

(30%) 

6 近5年半(91.1-96.6出版年)學術性專書著作數  

1 95學年度就讀學位國際學生人數(日間部)及比率  

2 
95學年度交換國際學生人數(日間部)及比率(修讀學分至少1學
期)  

國際化

(10%) 
3 95學年度教授專業課程之專任外籍教師人數  

1 
近1年半(95.1-96.6)企業部門資助產學合作經費(不含委訓計畫)

占所有產學合作經費(不含委訓計畫)之比率  

2 
近1年 (95.1-95.12)產學合作經費(含委訓計畫)占學校總經費之

比率  

3 近3年半(93.1-96.6)智慧財產權衍生收入  

量化 

(50%) 

產學合

作(10%) 

4 
近3年半(93.1-96.6)獲得之專利數與新品種數合計、專利與品種

授權數合計 

資料來源：教育部（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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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審查結果 

第一及第二梯次申請學校數與核定學校數如表 3-38 所示，獲獎助學校

名單及金額則另於第四章呈現。第一梯次計畫共有 29 所學校申請，教育

部於 2005 年 10 月公布審議結果，計有台大等 12 所學校入選。教育部宣

稱，由於台大和成大因為規模較大，各學術領域也較完整，因此分配到的

經費總計高達 50%。再者，第二梯次共有 32 所學校提出申請，包括第 1

梯次獲補助 12 校及 20 所新申請學校。教育根據各校量化指標及質化指標

評分結果，於 2007 年 2 月公布獲獎助學校名單，計有 11 校獲選為本梯次

補助學校，補助方式係採取整筆補助（block-funding）方式為之，至於補

助金額則考量各校 2006、2007 年度考評結果、學校計畫、簡報內容及未

來發展潛力進行分配。 
 

表 3-38  2005 及 2007 年發展國際一流大學計畫申請與核定校數 
年度 申請校數 核定校數 

2005 29  12 

2007 32  11 

資料來源：整理自教育部（2008a）。 

 

惟實施至今，各界對本項計畫仍褒貶不一，其評審過程及結果也曾引

起學者靜坐抗議與投書批評。以英國研究經費為例，其分配係以研究評鑑

結果等級為基礎，且評鑑結果與經費分配之間的連結是具體、公開且可驗

證的；相對地，由於我國 5 年 500 億計畫之評審過程不夠公開透明，且評

審指標中無法具體衡量之質性指標權重過重，讓外界無從得知經費分配之

基準與原則，自然引起未獲獎助學校之質疑。易言之，教育部編列 5 年 500

億經費以協助國內大學邁向國際一流，其立意雖佳，但若評審過程未能具

備令人信服之基準，仍無法有效彌平各界對於審查結果之爭議。 

 

3.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除前述為提昇大學研究品質所挹注之鉅額經費外，為協助大學改善教

學環境以提升競爭力，教育部在 2004 年 12 月頒訂「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並於 2005 年度編列 10 億經費，由各校提出計畫爭取，以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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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來決定學校可獲得金額多寡，期能透過競爭獎勵機制，引導各校朝教

學卓越發展，並作為國內教學卓越大學之典範。實施一年後，第 2 年（2006

年）之計畫內容略有調整，除了申請計畫以 3 年（2006、2007、2008 年）

為規劃期程外，2006 年之經費預算擴大為 50 億元。本計畫之審核指標分

為五個面向，如表 3-39（教育部高教司，2006b）。 

 
表 3-39  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審核指標 

面 向 指  標  細  項 

1.師資 

(1)建立完善之教師專業成長（包括教學專業能力、實務能力 之提昇）

之輔導措施、確實提供教師改善教學所需之各項協助措施，並落實教

學助理制度（T. A. System），所設立之專責單位（如教學資源中心）

其功能及運作完善。建立並落實健全之教師評鑑（含教師獎勵及淘汰

措施）及教學評鑑制度。 
(2)建立教學成效績優教師之獎勵機制以鼓勵教師投注於教學，並逐步落

實於教師升等制度。 
(3)嚴格要求教師開授課程與專長相符，教學人力應充實及提升，並逐年

降低生師比以達合理之比例。 
(4)教師授課負擔（授課時數）之合理性。 
(5)教師積極對學生進行課後輔導（含office hour 之要求）。 
(6)鼓勵教師開發教材。 

2.學生 

(1)訂有學生基本能力指標之要求及落實學生學習（實習）成效之考核（可

包括專業技能檢定）。 
(2)合宜且具彈性之選課機制且有相關輔導措施。 
(3)對於學習成效不佳學生應有預警機制並有完善之輔導措施（如學習資

源中心之設置等）。 
(4)境教及學生輔導等達成教育目標之完整配套措施。 
(5)建立強化校園內師生互動之有效機制。 
(6)積極掌握畢業生就業狀況（包含就業率、雇主滿意度、畢業生之滿意

度等）且建立追蹤機制，並作為調整課程、教學之依據。 

3.課程規劃 

(1)健全之課程委員會之組成與運作，課程規劃過程廣納校內外學者專家

及產業界意見。 
(2)專業課程、共同課程及通識課程之規劃妥適完善。 
(3)所院開設之課程建立完善之檢討評估機制，並適度納入校外評估機制；

課程發展規劃應加強跨領域學門知識的整合；課程及學程之設計配合學

校特色、學術發展趨勢、整體教學目標及學生畢業後之就業需求。 
(4)落實教師規劃提報教學綱要及課程內容，並公布於學校網站。 

4.教學品質管

控機制 
(1)落實全校教學單位之評鑑制度。 
(2)確實追蹤教學評鑑改善建議之後續辦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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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9  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審核指標（續） 
面 向 指  標  細  項 

5.教學資源之

充實 

(1)充裕的圖書期刊及網路資源。 
(2)充裕的視聽教學設備、教學實驗及實習相關資源（如善用產企業、政

府機關、研究法人等之設備及資源，或運用夥伴關係增廣資源運用）。

6.其他提昇教學成效之具體成果與特殊性、創新性之規劃。 

資料來源：整理自教育部高教司（2006b）。 
 
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自 2005 年度起至 2008 年度止已辦理四屆，各

次申請校數與核定獲得政府補助之校數如表 3-40 所示。 
 

表 3-40  2005～2008 年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申請與核定校數 
年度 申請校數 核定校數 

2005 54 13 

2006 48  28* 

上年度核定學校   26** 22 
2007 

新申請學校 23 4 
26 

上年度核定學校 28 24 
2008 

新申請學校 26 4 
28 

資料來源：整理自教育部（2008b）。 
註*：高雄醫學大學係 2005 年獲補助學校，因 2006 年只通過初審未通過複審，故 2006 年教育部僅

核撥其辦理延續性計畫經費，並未將該校列入核定校數中。 
註**：不含 2 所藝術大學。 

 

此外，為落實大學進退場機制，教學卓越各年度計畫審核係結合上年

度業獲補助學校之考評結果及當年度新申請學校計畫之審核結果辦理，如

經考核未依計畫確實執行或成效不彰者，將視情形刪減或暫緩經費補助，

俾新申請學校獲得補助，藉此符合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競爭性經費之精

神。2008 年度整體計畫推動策略，係持續以競爭性經費辦理獎勵大學教學

卓越計畫，惟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主計畫將於 2009 年 7 月結束，為

持續協助國內各大學校院進行教學制度之強化與改革，教育部業已函報行

政院爭取持續辦理第 2 期「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2009-2016 年），俾

協助學校進一步落實及深化教學品質內涵（教育部，2008b）。 

 



我國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關連性之研究 

 144

綜上所述，就我國政府對品質保證與經費分配兩項政策工具的運用而

言，已分別透過專責機構的成立，積極規劃與執行相關措施。 

首先就大學品質保證機制觀之，目前由教育部與大學共同捐助成立之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作為大學評鑑作業之專責機構。近

年來，教育部積極推動之評鑑工作，包括大學校務評鑑與大學系所評鑑，

藉此確保大學教育品質並提升大學國際競爭力。其次就政府經費分配機制

而言，則由行政院「教育經費基準委員會」負責計算，再由「教育經費分

配審議委員會」針對公私立教育事業競爭經費審議後分配之。 

湯梅英（1992：59-60）曾指出，將評鑑工作與績效責任相結合，應是

我國大學評鑑未來改進之重要課題。根據評鑑結果來分配獎助經費即為具

體策略之一。我國在 2004-05 年大學校務評鑑作業完成後，一開始政府並

未將評鑑結果與經費分配相連結，而僅是委託台評會對受評之 76 所大學

進行後續追蹤考核，要求各校針對評鑑結果提報改進計畫書，教育部再就

受評學校改進計畫之執行成果進行追蹤評鑑。但自 2008 年開始，政府對

私立大學整體發展獎補助審查作業，新增一項「大學評鑑」指標，並占獎

助經費 20%，將最近曾經舉辦或正在舉辦之評鑑作業結果與政府獎助經費

進行連結。 

然而此種連結也引起部分私立大學之反彈，反對聲浪主要認為由於大

學評鑑作業每隔 5 年才舉辦一次，但私校獎補助審核作業卻是每年執行，

故教育部此種將評鑑結果與獎助經費相連結之作法，將讓評鑑結果相對較

差之學校連續數年在獎助經費分配上皆立於不利地位，對已經就評鑑委員

建議立即進行檢討改進之學校亦缺少鼓勵措施。基此，教育部相關處室也

表示未來針對私立學校之各項意見將陸續研擬改進之道。 

總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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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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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討論 

本節首先就美英及我國大學品質保證機制之推動、政府經費分配機制

之運作，以及大學品質保證與政府經費分配二個政策工具之間的關連性進

行探討。其次再將本章前三節各國常用之大學績效指標進行歸納整理，以

作為後續探討我國大學經營績效與政府競爭經費關連性之基礎。 

 
壹、大學品質保證機制之推動 

茲就各國大學績效表現之評估與大學績效指標之建構分別說明如下。 

 

一、大學績效表現之評估 

在強調績效責任的現代社會中，接受政府補助之大學有義務公開其與

表現有關之資訊，藉此對獲得公共經費補助之合理性提出證明。為達成此

目的，美英及我國分別透過大學認可與評鑑作業之實施或績效報告的公布

來展現大學績效表現。 

首先就國外情形觀之，美國大學教育資源的分配，一向被視為是市場

導向模式之代表，其在大學品質保證機制之建構上係採用認可制度。大學

認可制之自願性、民間性、自治性等特徵被視為是一套順應美國大學系統

獨特現象所演化的制度，目前無論是學生、家長、教師、政府機關都將認

可結果作為判斷大學品質之基本參照。英國目前則分別由數個政府部門同

時就大學教學與研究品質進行監督，除成立 QAA 作為負責審核大學教學

品質與學術標準之專責單位外，每隔數年亦透過研究評鑑作業的實施，確

保英國大學研究成果之數量與品質，由此建構一套較為整全且完善的大學

績效評估與品質保證系統。 

其次就我國情況而論，目前台灣亦仿效英國的作法，由教育部與大學

共同捐資成立「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作為負責推動大學

評鑑工作之專責機構，另兼採美國認可制之精神，積極辦理大學系所評鑑

工作。然因國情不同，致原本旨在協助各校自我改進之美國大學認可制

度，移植到台灣後也難逃各界對大學績效責任之期待與壓力，進而與招生

及經費有所連結，並引起大學的緊張與惶恐。更有甚者，少數學校為求通

過評鑑，將重點錯置於外在形象包裝，忽略自我檢討改進之實質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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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績效指標之建構 

由前述各國實際運作情況可知，雖然績效指標無法取代人為判斷，但

確實可作為提升大學機構運作透明度的工具，並協助教育決策者和大學經

營者瞭解大學目標的達成程度。此外，由美英等國經驗可知，無論是大學

評鑑作業之實施、大學認可制度之執行，抑或大學績效計畫之推動，皆需

有完備的指標系統作為後盾，方得以提高評鑑的客觀性與有效展現大學辦

學成效，也才能進一步討論將品質評估結果與競爭經費結合的可行性。且

因不同國家之大學系統有其特殊的發展背景與政策關注，故在績效指標的

設定與實施上亦有所差異。 

就美國而言，績效指標在美國高等教育系統中應用範疇甚廣，目前美

國各州政府除要求境內公立大學必須定期提出績效報告，透過指標公開其

教學、研究與服務等活動之表現外，亦開始將指標表現與經費分配產生連

結，此即為大學績效補助計畫。另就英國觀之，英國政府亦定期出版績效

報告，藉此讓外界瞭解大學表現；但同樣是運用績效指標，美國是在州政

府層級，英國則是由國家層次發起，藉此對大學進行全國性的品質控制。

績效指標在英國大學系統中除已成為經營管理的重要工具外，亦在 HEFCE

每隔數年執行之研究評鑑作業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受評單位在指標上的

表現將影響其研究品質評鑑等級，進而決定 HEFCE 分配給各大學之研究

經費金額。 

另就台灣的情況觀之，由於大學評鑑作業的蓬勃發展，亦帶動國內對

大學績效指標之需求。近年來，學者專家對於大學績效指標之建構雖不遺

餘力，且已累積相當豐富之研究成果；但由美英兩國經驗可知，一方面肇

因於教育產業的個殊性，在教學成果上尤其難用量化指標來完整呈現。另

方面則因指標數據之蒐集有困難，常需透過行政命令請各校提供或委由專

責機構進行全面調查，方能建構一個較為整全之高等教育資料庫系統。然

由於台灣在與大學運作有關資訊之蒐集與公開方面，目前教育部統計處公

布之各校基本資料庫檔案，仍多偏向於教師人數、學生人數與校舍校地面

積等投入指標，較少蒐集與各校成果表現有關之產出資料。雖有部分學校

自行於學校網頁上公布學校運作相關成果，惟因指標項目內容各校不一，

故亦難以達成同類型學校相互比較學習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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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政府經費分配機制之運作 

茲就各國績效本位模式與經費計算公式之運作情形分別說明如下。 

 

一、績效本位模式之引進 

近年來，各國政府囿於財政壓力，教育主管機關除繼續與其他政事部

門競爭，期待教育經費能穩定成長外，另一可行之道，即為參酌先進國家

大學經費分配政策，由改善現有獎補助經費分配機制著手，進而提昇有限

資源的配置效率。易言之，在政府教育資源有限之情況下，如何有效分配

經費以保障大學品質已成為各國政府施政重點之一。 

就美國州政府大學經費分配機制觀之，為了提升大學品質水準及經費

分配效率，州政府早在 1980 年代開始即試圖以各大學表現來分配經費。

目前各州政府推動的大學績效計畫主要可分為三種類型，亦即績效報告、

績效預算及績效補助，所謂績效報告係將大學機構在各項績效指標上的表

現加以公開呈現，另績效預算與績效補助則是將機構表現進一步與政府經

費產生間接或直接的連結。英國則是少數幾個將大學教學與研究經費分開

計算的國家，自 1993 年起，HEFCE 更依據撥款委員會對各大學研究品質

之評鑑結果來分配研究經費。 

就我國而言，公立大學之經費來源目前仍以政府補助為最大宗，私立

大學則以學雜費收入為主。政府在對私立大學校院的經費獎補助上，係朝

逐年降低補助比例、提高獎助比例之方向邁進。截至 2008 年度，補助與

獎助經費之比例各占 30%與 70%，由此可知，各私立大學校院若欲爭取更

多政府經費，未來唯有朝提升學校辦學之績效表現著手。然值得注意者，

此種根據大學指標表現來決定經費多寡之方式，若指標涵蓋範疇不夠多

元、無法有效體現學校辦學特色，則可能造成大學為獲取更多經費，而以

符應官方要求為目標，相對侷限學校多元發展。 

 

二、經費計算公式之盛行 

由於公式計算具有透明、合理且公平之特性，故許多先進國家目前仍

是採用公式計算方式來分配大學教學與研究經費。公式計算已發展成為可

以是一種基本需求補助，也可以是一種績效本位獎助，端視公式中是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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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績效因素而定。易言之，若在獎助經費計算公式中引進績效因素，讓大

學表現參與撥款過程，即可說是一種績效本位的經費補助機制。 

所謂將績效因素引進公式中，係指根據產出項目來分配教育資源，其

目的在於激勵大學提升產出水準，避免教育資源的浪費，且一般而言被視

為相較於以投入項目作為分配基礎的模式更具效率。 20 世紀 70 年代美國

許多州政府即發現，以在校生人數為基礎的傳統經費計算公式無法反映大

學辦學績效與各校歷史特色，遂將資源投入與學生單位成本等指標納入經

費計算公式中。目前英國政府對大學教學與研究經費雖是分開計算，但都

是透過公式來決定，教學經費之分配雖與學生人數等投入因素關連較高，

與學生表現等績效因素的關連較低，但英國政府也藉由教學卓越計畫來鼓

勵在教學方面有優秀表現之教師。相反地，研究經費之分配則是由學科類

型、研究數量與研究品質三者來決定。其中學科類型為固定因素，研究數

量與研究品質則與大學績效表現有關，亦即當大學研究人力愈多、研究評

鑑作業所獲評鑑等級愈高，則學校所能得到的研究經費將愈多。 

另就台灣而言，政府分配給公立大學的經費分為基本需求補助與績效

本位獎助兩部分。前者為公立大學之基本運作需求經費，政府係依不同學

門精算學生單位成本後，再依單位成本補助公立大學學雜費以外的費用，

以確保校務運作基本需求；惟前述學生單位成本雖是透過公式精算，但與

績效因素較無關連。另就績效本位獎助觀之，係為競爭性質的獎助計畫，

雖是以大學在審查指標的整體表現決定獎助金額，但非由公式計算而得。

至於私立大學，政府係透過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來計算經費，

目前亦分為補助與獎助兩部分，由於指標項目繁多，故由學校本身及教育

部各處室提供與學校辦學成果有關之量化數據，高教司再代入公式計算得

出獎補助金額。值得一提者，在獎助經費之決定上，教育部已將最近年度

大學校務評鑑、系所評鑑結果，以及政府相關政策之執行成效等績效因素

納入經費計算公式中。 

 

參、大學品質保證與政府競爭經費之連結 

在社會大眾對績效責任的強調下，美英與我國政府皆出現將品質評估

結果與競爭經費分配加以連結之趨勢，欲藉此強化大學對績效責任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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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升其品質與競爭力。根據前述文獻探討結果，茲將各國大學品質保證

機制與經費分配的關連性整理如圖 3-4 所示。 

由圖 3-4 可知，大學品質保證機制主要包括大學績效計畫之推動、大

學評鑑制度之執行，與大學認可制度之實施。此外，本研究依大學品質評

估結果與政府競爭經費分配之關連程度由低至高，分為無關、關連性較低

與關連性較高三種情況，並進一步歸納為績效報告式、認可門檻式、指標

介入式、分級獎勵式與專案競爭式等五種類型，茲就其內容說明如下。 

 

一、大學品質評估結果與政府競爭經費無關—績效報告式 

將大學品質評估結果對外公布之主要目的，在於讓大學能藉由資訊之

公開提供績效證明、讓社會大眾更瞭解大學運作現況，以達成提升大學品

質、追求卓越發展之最終目標。 

目前美英與我國政府所採取的方式可分為兩種類型，其一為大學評鑑

或大學認可結果之公布，其二則是將各大學在績效指標上的表現彙集成冊

後定期出版。就前者而言，又可分為將報告全文公諸於世，讓大學接受利

害關係人監督，或者僅對外界公布報告摘要，全文則讓受評學校作為自我

改進參考兩種。詳言之，我國教育部除將大學校務評鑑作業與大學系所評

鑑之評鑑結果與訪評委員意見公布於網頁上供社會大眾瀏覽參閱外，並定

期蒐集公布大學基本統計資料；惟其項目仍以投入指標為主。 

 

二、大學品質評估結果與政府競爭經費關連性較低—認可門檻式 

在美國，只有「合法的高等教育提供者」才有資格接受政府公共經費

補助，所謂「合法的高等教育提供者」其基本條件之一，即是大學機構必

須經過國家或民間組織之認可程序。易言之，在美國通過認可之大學除了

可向社會大眾證明其教育品質達到認可機構規定之標準、提高大學知名度

及聲譽排名、吸引優秀學生前來就學外，更重要的是，大學是否通過認可

將影響政府與基金會對大學之投資意願，包括對學校之經費補助與對學生

之財務支援。然而若就認可結果與政府經費之關連性而言，通過認可之大

學，也僅是通過獲得聯邦、州與地方政府經費補助之基本門檻而已，故關

連性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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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學品質評估結果與政府競爭經費關連性較高 

就此種情況而言，大學品質評估結果與政府競爭經費具有較高的關連

性，又可進一步分為指標介入式、分級獎勵式與專案競爭式三種類型，茲

就其內容分別說明如下。 

（一）指標介入式 

在獎補助經費計算公式中引進績效因素，讓大學表現參與撥款過程，

即為一種典型的績效本位經費補助機制，目前各國政府皆程度不一的採用

各種與績效有關之獎補助方式，透過績效指標來影響政府對大學經費分配

數額即為其中之一。 

以美國為例，1980 年代後期，許多州政府開始在大學預算中採取績效

經費分配方式，亦即以大學的績效評估結果作為經費分配依據。此種方式

占各州大學財政預算之比例雖不高，一般約在 5%左右；但卻逐漸成為一

種受到各州政府青睞的資源分配方式。至 1990 年代中期，美國已經有超

過 1/3 之州政府開始把大學績效評估結果與政府經費分配產生連結。例如

部分州政府運用績效補助法，將學生續學率、畢業率，以及考試成績等產

出項目納入政府對大學績效評估和預算分配指標中。再就英國而言，英國

政府對大學教學與研究經費雖是分開計算，但都是透過公式來決定，目前

教學經費之分配雖與學生人數等投入因素關連性較大，與學生表現等績效

因素的關連性較小，但政府也藉由教學卓越計畫來鼓勵在教學上有優秀表

現之教師。 

另就台灣情形觀之，目前教育部對私立大學之經費分配，分為補助與

獎助兩部分，由各校及教育部其他處室提供與學校辦學成果有關之量化數

據，高教司再代入公式計算得出獎補助金額。尤其在獎助經費之決定上，

教育部已將近年大學評鑑結果、教學與研究特色表現，以及政府相關政策

之執行成效等績效因素納入經費計算公式中。 

 
（二）分級獎勵式 

此種方式係將大學品質評估結果劃分為幾個等級，再將不同等級轉為

相對積分或權重後據以計算各大學所能獲得之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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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國為例，南卡羅來納州將公立大學在指標上的表現分為卓越、通

過與未通過等數個等級，大學一旦評估結果落入未通過者，當年度將被扣

除部分經費補助，扣除的部分作為其他學校之績效獎勵金。就英國而言，

以 HEFCE 於 2001 年所舉辦之研究評鑑作業為例，其評鑑報告即將各受評

單位之研究成果區分為 1 到 5*七個品質等級，其中等級為 5*之受評單位

所能獲得的獎助款將為等級 4 學校的 4.036 倍。 

另就台灣而言，目前我國政府亦積極規劃將大學評鑑結果與競爭經費

分配進行連結，以 2008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務發展計畫為例，教

育部已依照大學系所評鑑與校務評鑑結果來決定部分獎助經費。詳言之，

前述計畫獎助指標之一，係將已接受大學校務評鑑與大學系所評鑑之各私

立大學其評鑑結果換算均分後分為數個等級，等級愈高之學校所能獲得之

獎助金額相對愈多。 
 

（三）專案競爭式 

由表面觀之，政府對某些專案計畫之經費分配似乎與品質評估結果無

直接關聯；惟實際上，政府在分配前述專案計畫經費之過程中，通常會委

託評審委員針對各研究計畫申請者之過去學術表現，與申請計畫內容進行

評估後再決定最終結果。因此大學對政府機關專案計畫之申請，亦可說是

一種將大學品質評估結果與政府競爭經費相連結的方式。 

如美國聯邦政府所提供的專案研究計畫補助已成為美國各公私立大學

教育機構研究經費的主要來源之一，尤其是聲譽卓著之私立大學。此外，

目前我國教育部所推動的幾個大型競爭性獎勵計畫，如發展國際一流大學

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與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即屬於此種類型。 

綜上所述，可發現大學品質評估結果之公布與運用，攸關大學機構對

品質保證機制之重視程度，亦為確保該機制持續改進之基礎，故已成為整

個大學品質保證機制之最重要因素。惟各國基於大學發展的獨特背景，在

大學品質評估結果之處理上不盡相同，即使同一國家之中也可能同時運用

不同方式。此外，目前大學品質評估結果直接影響政府競爭經費之比例整

體而言雖不高，且各國具體做法和形式亦不同，但卻呈現一個共同趨勢，

即品質評估結果對政府經費分配之影響力仍在持續增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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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關連性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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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第四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品質保證與政府競爭經費之間的關連性，然就我

國近年來大學重點獎勵計畫觀之，除了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有

較為明確的量化獎補助指標，且提供計算公式供外界參考外，其餘如發展

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與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其

審查過程與審查結果皆未公開，故外界無從得知各申請學校在審查指標上

的表現，以及各校審查結果與政府經費分配之間的關連性為何。 

故為瞭解我國近年來重點競爭性獎助計畫經費分配的合理性，本章共

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設計與實施流程，第二節為我國大學績效指標之

建構與操作型定義，第三節為資料包絡分析法之研究對象，第四節則為資

料分析方法。 

 

第一節 研究設計與實施流程 

本研究在實證分析部分之設計與實施流程如圖 4-1 所示，整體而言共

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為我國大學績效指標之建構，係根據文獻探討結果，初擬「我

國大學績效指標項目調查問卷」作為德懷術實施之調查工具。並邀集相關

領域專家學者組成德懷術諮詢委員，重複修訂指標直到達成共識為止。 

第二階段為大學經營績效之分析，係以前述指標系統為基礎，並擇取

適當投入與產出項目後，透過資料包絡分析法來瞭解各項獎助計畫中申請

學校之經營績效。 

第三階段為大學經營績效與政府競爭經費關連性之探討，係運用

Spearman 相關係數分析，探討各大學經營績效相對效率值與政府競爭經費

之關連性，藉此瞭解我國政府競爭經費之分配是否與大學經營績效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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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研究設計與實施流程圖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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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績效指標之建構與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係運用德懷術調查法來建構「我國大學績效指標」。茲分別就

德懷術調查法之簡介、諮詢委員之組成、研究工具之設計，與大學績效指

標之操作型定義說明於下。 

 

壹、德懷術調查法之簡介 

林生傳（2006：182）指出，德懷術調查是一種藉由書面問卷往返於

調查者與被調查者間之訪問調查，兼具會議討論與問卷調查之優點。德懷

術適用於調查主題具有不同面向、見仁見智的問題，或一般人仍不太熟悉

卻又期盼知道之題材，故調查對象通常是對主題具獨到見解的學者專家，

或熟悉實況的參與者。總之，德懷術係藉由匿名的書面溝通方式，讓填答

者能在獨立自主且無壓力的情境下對研究問題表達意見，而不需擔心受到

權威的影響。經由多次問卷的統計結果與意見回饋，參與者可重新思考問

題，並自行決定是否修正前次看法，如此重複實施，直到參與者建立共識

或意見反應達到某種程度的穩定為止。 

由於德懷術之研究設計為一種反覆的過程，因此研究中會設定幾個階

段（stages）、循環（rounds），或回合（runs）。歸納不同學者之建議，將德

懷術之實施步驟說明如下（林生傳，2006：182-184）： 

一、選擇適當的題目：採用德懷術調查之研究題目通常是較為新穎、一般

人無法回答，或爭議性較大、見解較為分歧的主題。 

二、選定一組專家學者實施調查：所選的樣本通常是對該研究主題學有專

精或具有經驗，能夠提供獨到見解的學者專家或實務工作者。在專家

人數方面，傳統上均採取小樣本，但可以依據研究目的加以調整。一

般而言，約在 10 至 30 人左右即可，且因需要數次書面往返，故應找

較能配合研究之人士，並應於邀請時即說明研究目的、需求，與作業

流程。Dalkey（1969）認為若德懷術專家成員在 10 人以上時，可將成

員間的誤差降至最低，信度亦相對提高。Delbecq（1975）則主張，若

德懷術專家成員之間的同質性較高時，成員人數最好介於 10～30 位；

若同質性較低時，則可介於 5～1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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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問卷及進行反覆性之問卷調查：研究者需根據研究主題編制問

卷，並視情況實施數回合之問卷調查，傳統德懷術調查法各回合問卷

調查內容包括： 

(一)第一回合問卷：開放式問卷，請專家諮詢委員表示意見。 

(二)第二回合問卷：將第一回合問卷資料摘成重要之若干題目，按隨

機排列，分成選項或五點量表，寄予委員提供意見。 

(三)第三回合問卷：將第二回合問卷資料作初步統計分析後，再寄予

各專家諮詢委員瞭解其個人意見與團體意見之差異，俾提出簡要

解釋或將不一致意見列表。 

(四)第四回合問卷：可提出團體最後一致性看法，以獲致最後結論。 

德懷術雖被廣泛運用於各類議題之討論與彙整，惟實施時仍存在耗費

較長時間之缺點，故實務上常於考量時間、空間、人力與經費等客觀因素

之限制後，對傳統德懷術之實施程序酌予調整，另以「修正型德懷術」

（Modified Delphi Technique）取代。德懷術常見之修正方式有二： 

一、省略第一回合開放式的徵詢步驟：為了減少因問卷多次往返耗時耗力

所造成問卷回收率愈來愈低的情況，研究者依據文獻探討成果或依研

究者之經驗預先擬定各項題目，直接發展出結構性調查問卷，取代傳

統採開放式問題徵詢專家意見的作法。此種修正型德懷術作法除了可

以節省問卷往返時間與費用外，更重要者，結構性調查問卷能夠讓專

家諮詢委員立即將注意力集中在研究主題上。 

二、合併第三回合與第四回合問卷：亦即研究過程濃縮為三階段，將第二

回合整理之結果寄予各專家諮詢委員，請專家依照研究者之分類項目

進行「適切性」與「等級」評量，節省一次再審視的時間。 

至於專家諮詢委員是否達成共識之界定，一般而言，若是要達成共

識，通常需要二～三回合之問卷調查。Wicklein（1993）認為，通常德懷

術調查問卷大體實施三回合，但若第一回合採取結構式問卷，則即使僅進

行二回合問卷也可達成共識，端視問題性質與研究設計而定。 

 
 



第四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157

貳、諮詢委員之組成 

德懷術專家諮詢委員人數究竟多少人較為合適，在學理上並無絕對之

限制或定論。此外，諮詢委員通常是對該研究主題學有專精或具有經驗，

能夠提供獨到見解的學者專家或實務工作者，也必須囊括代表各種不同見

解的人物，所得的結果才能集思廣益並具全面性。基於此，本研究德懷術

問卷調查部分之意見徵詢對象，擬包括對「大學績效指標」或「政府經費

分配」有深入研究者，並採取立意抽樣（purposed sampling）方式來進行

樣本之選取。 

研究者首先請國內教育界相關領域之資深學者推薦適合擔任委員之

名單共 30 人，經過電話聯繫徵詢具參與研究意願之專家後確定名單為 24

人，包含：一、教育行政主管機關行政人員 8 人，其中包括目前或曾經服

務於教育部之主管人員，如部長、次長、司長或副司長；以及服務於教育

部管轄之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之主管級人員。二、公私立大

學校院資深教授 8 人；三、現任或曾任公私立大學校長 8 人。 

確定德懷術諮詢委員名單後，研究者事先以電話與專家取得聯繫，在

獲得每位德懷術專家同意後，詳細介紹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德懷術進行程

序，再將設計好的問卷連同附加說明依委員需求親自遞送或採郵寄方式分

送每位德懷術諮詢委員。德懷術諮詢委員可以用匿名的方式對各項問題做

出判斷並提出意見，在進行過程中，每位德懷術諮詢委員並不知道其他參

與研究之專家名單。 

各次問卷回收後，研究者隨即將每位委員的意見做整理歸納並進行統

計分析，同時研究者也依委員意見適當修改原問卷。前述分析結果將連同

第二回合問卷分送給各德懷術諮詢委員，請委員參考其他委員意見後，進

行第二回合填答，直到委員之間達成一定程度之共識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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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工具之設計 

本研究在歸納整理國內外相關文獻後，先擬定「我國大學績效指標項

目調查問卷」作為實施修正型德懷術第一回合之調查工具，其後再根據第

一回合調查結果進行修正，研擬出第二回合之問卷並實施調查，最後提出

團體一致性看法，以獲致最後結論。問卷填答採用李克特氏（Likert）五點

量表評判各項指標之適合程度，「5」代表非常適合，「1」代表非常不適合，

中間分數則按適合程度，分別以「2、3、4」加以評定，數字愈大者表示

適合程度愈高。填答者亦可在各題項之意見說明欄中，表達任何與指標有

關之增修意見。 

在調查問卷指標之擇取上，本研究以第三章第四節所彙整之美英中三

國常用之績效指標為基礎，並考量下列原則後，初步建構適用於我國之大

學績效指標。 

一、指標項目不宜過多：從本研究前述文獻探討中，可知當指標愈多時，

個別指標所代表的重要性就愈低，因此國內外學者研究成果之次要或

參考指標，原則上不納入本研究初擬之績效指標中。此外，若指標項

目性質相近者，亦將其合併為同一指標。 

二、考量本國國情：如美英兩國十分重視之入學管道的公平性與學生負擔

能力與輟學率等構面之指標，在國內大學績效指標之相關研究中則較

少出現或被列為次要指標，故本研究亦不列入初擬之績效指標中。 

三、數據資料之可取得性：因各指標量化數據的可取得性將影響績效指標

的發展和執行，由於我國尚未建立全國性的高中生畢業考試（例如美

國之 SAT），且目前大學招生已改為多元入學方式，相關量化數據資料

之取得有困難，故本研究亦不採用學生素質構面之指標。 

四、加入其他重要指標：例如近年爭議頗大之 SCI、SSCI、EI 與 AHCI 期

刊論文篇數，以及漸受重視之期刊論文被引用次數，在前述美英兩國

文獻中雖未出現，且自 2008 年度起已從我國私校獎補助作業之獎助指

標中被剔除，但本研究暫先列入初擬指標，再由專家共識決定取捨。 

綜上所述，本研究初擬之績效指標首先依向度分為投入與產出指標，

再按其範疇分為教育資源、教師素質、行政支援、教學成果、學術研究與

社會服務六大構面，最後又各自細分為若干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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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我國大學績效指標之操作型定義 

由文獻探討中我國教育部近年來重點競爭性獎勵計畫觀之，除了獎勵

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有較為明確的量化獎補助指標，且提供客觀計

算公式供外界參考外，其餘如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與獎

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其審查過程主要係由教育部邀請專家學者根據各校

過去表現及所提計畫書內容進行討論後決定，同時亦不公開各申請學校之

審查結果，故外界無從得知各校在審查指標上的表現，以及審查結果與經

費分配之間的關連性為何。 

基於此，為瞭解我國近年來三大重點競爭性獎助計畫經費分配的合理

性，本研究將嘗試先建構一套適用於我國大學之績效指標系統，其後再以

所建構指標為基礎，分析各大學經營績效。茲將本研究第三章中所介紹之

美英台三國大學績效指標系統進行整理，並彙整如表4-1所示。 

表4-1 美英台三國大學績效指標之歸納整理 
構面 指標 出處 

每生單位成本 

美州層級 
美州績效補助計畫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主要

王保進(2004)主要 

每生圖書儀器設備支出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次要

王保進(2004)次要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經費支出比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主要

王保進(2004)主要 

資本門經費支出比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次要

王保進(2004)次要 

圖書儀器設備支出比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主要

王保進(2004)主要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教學、圖書、學術支出佔機構總支出的比率 美維吉尼亞州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來自州政府運作經費 美州層級 
舉債與收入比 美維吉尼亞州 

學校收入 美州績效補助計畫 
5 年 500 億計畫 

教育資源 

募款能力(校務發展經費籌措成效) 

美州層級 
美州績效補助計畫 
私校獎補助計畫 
5 年 500 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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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美英台三國大學績效指標之歸納整理（續） 
構面 指標 出處 

經費成長率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次要

王保進(2004)次要 
學生財務補助 美州層級 

加權生師比 

美州層級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次要

王保進(2004)主要 
私校獎補助計畫 

教師人數 私校獎補助計畫 
班級規模 美州績效補助計畫 
教室與實驗室之空間利用 美維吉尼亞州 

使用空間(校舍樓地板面積) 美州績效補助計畫 
私校獎補助計畫 

每生圖書數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次要

王保進(2004)次要 

教育資源 

每生期刊數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次要

王保進(2004)次要 

專任教師比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次要

王保進(2004)次要 

教師具博士學位比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主要

王保進(2004)主要 

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比例 私校獎補助計畫 

單位教授薪資 
美州層級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主要

王保進(2004)主要 
由專任教師授課的學分數 美維吉尼亞州 

每位專任教師學分數 美維吉尼亞州 

教職員多元性 美州層級 

教授性別與種族 美州層級 

女性專任教師比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次要

王保進(2004)次要 

教授排名 美州層級 

教師學歷 美州績效補助計畫 

教師訓練 美州層級 

教師素質 

教師教學負荷 
美州績效補助計畫 
美州層級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單位行政人力負擔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次要

王保進(2004)次要 

行政成員人數 美州層級 
私校獎補助計畫 

行政支援 

設備及基礎訓練 美州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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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美英台三國大學績效指標之歸納整理（續） 
構面 指標 出處 

取得大學證書學位及文憑人數 
美州層級 
美 Measuring UP 2000 
英 HEFCE 

取得學位時間 美州層級、美維吉尼亞州 
美 Measuring UP 2000 

畢業學分數 美州層級 

畢業率 

美州層級 
美州績效補助計畫 
美維吉尼亞州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主要

王保進(2004)主要 

博士學位畢業生率 
英 HEFCE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次要

王保進(2004)次要 
繼續留在本州之畢業生比率 美州績效補助計畫 

續學率 

美州層級 
美州績效補助計畫 
美維吉尼亞州 
美 Measuring UP 2000 

退學率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主要

王保進(2004)主要 

畢業生就業率 美州績效補助計畫 
英 HEFCE 

職場安置與訓練 美州層級 

職場薪資 美州績效補助計畫 
美州層級 

畢業生國內升學率 
美州層級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次要

王保進(2004)次要 

證照考試通過率 
美州層級、 
美州績效補助計畫 
私校獎補助計畫 

外國學生、僑生與交換學生人數 私校獎補助計畫 
5 年 500 億計畫 

校友滿意度 
美州層級 
美州績效補助計畫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雇主滿意度 
美州層級 
美州績效補助計畫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學生滿意度 美州層級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校友對學校的貢獻比率 美維吉尼亞州 
認可通過率 美州績效補助計畫 
評鑑學生學習 美州層級 
全時學生第一個學位的學習結果與效率 英 HEFCE 
部分時間學生通過學習單元的比率 英 HEFCE 

教學成果 

學生修課超過畢業基本規定之比率 美州績效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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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美英台三國大學績效指標之歸納整理（續） 
構面 指標 出處 

教授研究出版品 
美州層級 
美州績效補助計畫 
5 年 500 億計畫 

研究補助及契約收入 

美州績效補助計畫 
美州層級、英 HEFCE 
私校獎補助計畫 
5 年 500 億計畫 

每位專任教師研究與服務支出 美維吉尼亞州 

教師學術獎勵 美州績效補助計畫 
5 年 500 億計畫 

學術成員成本 英 HEFCE 
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的研究收入 英 HEFCE 

論文被引用率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主要

王保進(2004)主要 
5 年 500 億計畫 

每千名教師著作書籍數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主要

王保進(2004)主要 

每千名教師出版論文數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主要

王保進(2004)主要 
5 年 500 億計畫 

教師研究活力指數、教師研究風氣指數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主要

王保進(2004)主要 

每千教師發明或專利數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次要

王保進(2004)次要 
5 年 500 億計畫 

每千教師研究專案數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次要

王保進(2004)次要 
私校獎補助計畫 
5 年 500 億計畫 

單位教師研究收入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次要

王保進(2004)次要 
私校獎補助計畫 
5 年 500 億計畫 

學術研究 

學術期刊品質指數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次要

王保進(2004)次要 
每位專任教師研究與服務支出 美維吉尼亞州 

回流教育率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次要

王保進(2004)次要 

推廣進修教育收入比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主要

王保進(2004)主要 
社會服務 

學校產學合作成效 私校獎補助計畫 
5年500億計畫 

註冊人口資優學生 美州層級 

SAT/ACT成績 美州層級 
美 Measuring UP 2000 

從二年制大學的轉學生人數 美維吉尼亞州 
18-24歲學生取得高中文憑之比例 美 Measuring UP 2000 
9-12年級學生修習高級數學與數學比例 美 Measuring UP 2000 

學生素質 

8年級學生全國數學、閱讀、寫作測驗達精熟比例 美 Measuring UP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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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美英台三國大學績效指標之歸納整理（續） 
構面 指標 出處 

低收入8年級生數學測驗達精熟比例 美 Measuring UP 2000 
全國高級學科測驗成績在3以上人數 美 Measuring UP 2000 

原住民學生比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次要

王保進(2004)次要 
學生素質 

研究生學生比 簡茂發和李琪明(2001)次要

王保進(2004)次要 
應屆高中生升入四年制大學人數 美 Measuring UP 2000 
18-24歲就讀大學人數 美 Measuring UP 2000 
25-44歲社會人士部分時間進修人數 美 Measuring UP 2000 
轉學容易度與次數、學生成長率 美州績效補助計畫 
不同種族、性別之申請入學率 美州績效補助計畫 
少數族裔、文化不利學生之學習參與及成功 美州績效補助計畫 
第一屆學生之學習參與及成功 美州績效補助計畫 
偏遠地區之學分提供 美州績效補助計畫 
註冊人口年齡、性別、種族、身份 美州層級 
來自公立機構的入學率 英 HEFCE 
學生家長職業被分類為技術熟練、半熟練與不熟練比率 英 HEFCE 
學生居住於低高教參與區的比例 英 HEFCE 
部分時間學生與年長全時學生居住區域被列入低

參與地區且未曾取得學士學位的比例 英 HEFCE 

入學管道

的公平性 

所有大學生收到高等教育身心障礙學生津貼

(DSA)的學生之比率 英 HEFCE 

就讀社區學院所支付費用佔家庭收入比例 美 Measuring UP 2000 
就讀四年制公立大學所支付費用佔家庭收入比例 美 Measuring UP 2000 
就讀四年制私立大學所支付費用佔家庭收入比例 美 Measuring UP 2000 
州政府補助低收入家庭比例 美 Measuring UP 2000 
最低廉大學的學費佔最貧窮家庭收入比例 美 Measuring UP 2000 

學生或家

庭負擔能

力 

學生貸款金額 美 Measuring UP 2000 
學生隔年仍在機構中的比率 英 HEFCE 
學生隔年轉學的比率 英 HEFCE 
離開高等教育系統學生比率 英 HEFCE 
入學一年後輟學的學生人數 英 HEFCE 
輟學後回到原機構或他機構復學的比率 英 HEFCE 

輟學率 

未復學比率 英 HEFCE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由表4-1可知，有關績效指標之運用，特別是對政府部門而言，常因國

家大小、政治文化環境、行政措施（如獎補助政策、評鑑制度），或者區

域發展等因素而有所不同。易言之，因各國政府對大學採取不同政策，其

績效指標之選擇就會有所差異（王保進，1993：162）。以美英二國為例，

在大學政策上除致力於追求卓越外，二國亦十分重視公平原則的實踐，故

體現於大學績效指標即強調入學管道的公平性、學生負擔能力與輟學率

等，前述指標在我國相關研究中則較少出現或被列為次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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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學生素質方面，主要在測量學生進入大學時之素質高低，美國多以

入學成績作為判斷品質高低的指標，但英國HEFCE則未採用這方面的指

標。由於我國並未建立全國性的高中生畢業考試（例如美國之SAT），且目

前大學招生已改為多元入學方式，相關量化數據資料之取得有困難，故本

研究亦不採用學生素質構面指標作為評估學校表現的基礎。 

此外，在相關量化數據的蒐集上，目前我國教育部統計處所公布之各

校基本資料庫檔案，其指標仍多偏向於人力、經費與空間等投入項目，較

少蒐集與各校辦學績效有關之教學、研究或服務等產出結果，故有關我國

大學績效表現之相關研究，在許多指標之資料蒐集方面仍有困難，尚待相

關教育資料庫之建置完成。基此，本研究後續實證分析所採用的指標，也

將受限於資料取得難易程度而進行適度調整。本研究經調整後初步建構 6

大範疇共 31 個我國大學績效指標如表 4-2 所示，其操作型定義係根據教育

部統計處與教育部私立大學校整體發展獎助及補助作業校務資訊清冊對

各指標之操作型定義而來。 
 

表 4-2 我國大學績效指標之項目及操作型定義 
範疇 指標項目 操作型定義 

1-1 平均每生校舍樓地板面積 學校校地校舍建築總面積/學校學生總人數 

1-2 平均每生圖書期刊經費支出 學校年度訂購圖書期刊經費/學校學生總人數

1-3 平均每生儀器設備經費支出 學校年度增購儀器設備經費/學校學生總人數

1-4 平均每生教學研究及訓輔經費支出 學校教學研究及訓輔經費/學校學生總人數 

1-5 平均每生單位成本 經常門支出/ (博士生＋碩士生＋大學日間部
＋大學第二部＋大學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

教
育
資
源 

1-6 加權生師比 

(3×博士生人數＋2×碩士生人數×大學日間部
人數＋大學第二部人數＋大學進修部＋2×碩
士在職專班)/(全校專任教師總人數＋專任專
業技術人員總人數＋0.25×兼任教師總人數) 

2-1 專任教師具博士學位比 學校專任教師中具博士學位人數/全校專任教
師總人數 

2-2 專任教師比 (專任教師人數/全校教師總人數)×100% 

教
師
素
質 

2-3 單位專任教師薪資 學校專任教師人事支出/全校教師總人數 

3-1 每生行政支援人力比率 學校學生總人數/學校專業人員、助教、職員、
技工、警衛等專任行政支援人力總人數 行

政
支
援 3-2 每位專任教師行政支援人力比率 學校專任教師總人數/學校專業人員、助教、

職員、技工、警衛等專任行政支援人力總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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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我國大學績效指標之項目及操作型定義（續） 
範疇 指標項目 操作型定義 

4-1 學生退學率 學年度退學學生人數/學生總人數*100% 

4-2 學生畢業率 學年度畢業生人數/該屆學生入學總人數*100%

4-3 畢業生就業率 學年度畢業生就業人數/該年度畢業生總人數
*100% 

4-4 畢業生升學率 學年度畢業生升學人數/該年度畢業生總人數
*100% 

4-5 學校頒發學位數 學年度學校頒發畢業生學位數 

教
學
成
果 

4-6 畢業生參加國家考試考試及格率 學年度畢業生考取國家考試人數/該年度畢業
生總人數*100% 

5-1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國科會補助研究計

畫金額 
學校專任教師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總金額/全
校專任教師總人數 

5-2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國科會補助研究計

畫件數 
學校專任教師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總件數/全
校專任教師總人數 

5-3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非國科會補助研究

計畫金額 
學校專任教師非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總金額/
全校專任教師總人數 

學
術
研
究 

5-4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非國科會補助研究

計畫件數 
學校專任教師非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總件數/
全校專任教師總人數 

5-5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專利數 學校專任教師獲准專利數/全校專任教師總人數

5-6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出版專門著作數 學校專任教師出版專門著作數/全校專任教師
總人數 

5-7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於 SCI 資料庫之期刊

論文數 
學校各系所發表 SCI 及 SSCI 資料庫期刊論文
總數/全校專任教師總人數 

 

5-8 專任教師每篇研究論文平均被引用次數 學校專任教師發表於 SCI 資料庫之期刊論文
被引用次數/全校專任教師總人數 

6-1 全校推廣教育收入占學校總收入比率 

學校推廣教育收入/(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
收入＋產學合作收入＋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補助及捐贈收入＋作業收益＋財務收入＋其
他收入) 

6-2 全校產學合作收入占學校總收入比率 

學校產學合作收入/(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
收入＋產學合作收入＋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補助及捐贈收入＋作業收益＋財務收入＋其
他收入) 

6-3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推廣教育收入 學校推廣教育收入/全校專任教師人數 

6-4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產學合作收入 學校產學合作收入/全校專任教師人數 

6-5 專任教師擔任校外專業諮詢人數 

學校專任教師擔任校外公民營學術機構顧
問、評議(審查)委員、諮詢服務或專業學會、
宗教團體、慈善團體及社福團體之幹部(如理
事長、理監事、秘書長、執行長等)人數 

社
會
服
務 

6-6 專任教師擔任國內外學術期刊編審人數 學校專任教師擔任國內外學術期刊編審人數/
全校專任教師總人數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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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經營績效之評估與研究對象 

本節將以第二節所建構之大學績效指標為基礎，從中擇取適當投入與

產出項目，並蒐集各校在指標上之表現資料後，透過資料包絡分析法來瞭

解教育部獎勵計畫中各申請學校之相對經營績效。 

 

壹、資料包絡分析法之簡介 

資料包絡分析法最早由 Farrell 依據「派瑞圖最適境界」（Pareto 

optimality）之觀念提出，其以「非預設生產函數」取代「預設生產函數」，

並利用生產前緣（production frontier）之概念來衡量效率，惟其所評估之

組織仍為單一投入單一產出。其後，Charnes, Cooper & Rhodes又依據Farrell

之效率衡量觀念加以發展，進一步提出針對非營利組織在固定規模報酬條

件下，衡量具有多項投入與多項產出之決策單位相對生產效率之方法。 

資料包絡分析法之原理，係運用線性規劃之分析方式，在所有受評單

位或決策單位（Decision Making Unit, DMU）中，找出最低投入或最高產

出之前緣。在經濟學上的意涵，則是指在所有可能組合中找出最有利組合

所形成的邊界或前緣，凡是落在生產前緣上的決策單位被稱為有效率之決

策單位，其效率值為 1；其他則為無效率的決策單位，其效率值小於 1 大

於 0。由於資料包絡分析法對於效率之衡量是指相對效率而非絕對效率，

所謂無效率的決策單位，是以它與在生產前緣上有效率決策單位之相對位

置，來評估自身的效率程度，因此當決策單位之組合改變時，各決策單位

之相對位置關係也會隨之改變，其效率值也有所不同。由此可知，有效率

與無效率是指現有決策單位組合之相對效率關係，亦即資料包絡分析法並

未給予任何最有效率的評估指標。 

資料包絡分析法在高等教育領域之應用，係為透過大學績效指標來蒐

集各大學具體可觀察到的投入與產出資料，且在不需預設生產函數的情況

下，求得各受評大學經營效率的比較值。其分析程序主要可分為下列三個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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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取決策單位 

資料包絡分析法之應用，主要係以比較性的方法來找出各單位之間的

相對效率，故單位之間必須具有能夠進行比較的同質性。這些能夠一起比

較的單位稱為決策單位或受評單位。 

在選取決策單位時，常會遇到某些組織或單元的投入及產出資料不易

取得的情形，若因此刪除這些資料不全的組織或單元，但這些組織或單元

又是相當重要的評估對象，則可能導致效率評估結果產生嚴重的扭曲或偏

誤，因此，在選取決策單位時，宜考慮進行完整性比較，可透過變數合併

或資料替代等方式來解決資料不全之問題。易言之，決策單位個數愈多愈

無遺漏，其效率前緣邊界愈可靠，其效果自然愈佳；但決策單位個數愈多，

可能造成同質性降低而影響評估結果，由此可知，決策單位個數與同質性

常呈現互抵關係。 

 

二、界定投入與產出指標 

由於資料包絡分析法係建立於決策單位投入與產出資料之比較上，故

投入與產出項目之選擇攸關效率評估結果。投入與產出指標過少雖無法呈

現大學運作之全貌；但亦不宜挑選過多投入產出項，以免產生過多效率值

皆為 1 之情況，失去比較意義。因此投入產出項目與決策單位之個數需符

合「經驗法則」，即決策單位數至少應為投入產出項目和之兩倍，因為決

策單位太少可能造成過多效率值等於 1 之情況出現，進而失去效率評估之

意義。因此若決策單位不足，則應考慮減少投入與產出項目或增加決策單

位（Golany & Roll, 1989）。此外，由於資料包絡分析法在投入與產出指標

項目之選擇上必須滿足可量化（各投入、產出項均需有明確的數據資料）

與同向性（投入數量的增加不能導致產出數量的減少）之原則，故亦將限

制指標之選取範圍。 
 

三、決定評估模式 

資料包絡分析法之評估模式在Farrell提出之後又陸續發展出各種不同

的模式，模式之選用需視研究者之研究目的而定，就國內情況觀之，運用

資料包絡分析法分析各校整體效率值與資源使用效益時，多兼採 CCR 及

BCC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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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對象之擇定 

在教育部競爭性獎勵計畫方面，本節將以第三章第三節所陳述之三項

計畫，即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發展國際一流大學與頂

尖研究中心計畫，以及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與為例，分別蒐集各計畫申

請學校在本研究建構之績效指標上的表現後，再透過資料包絡分析法進行

各校相對效率值分析。茲就不同獎勵計畫之研究對象分述如下： 
 
一、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依照《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規定，凡依《私

立學校法》改制或新設立之私立大學校院均得參與本計畫補助經費分配；

改制或新設立之學校滿二年始得參加本計畫獎助經費之評比。此外，為利

訪視作業進行，教育部又將參與獎補助經費分配之私立大學依其性質區分

為「綜合大學」、「醫學」、「新設及獨立學院」等三個類組，其中「綜合大

學」又依各校學生屬性，進一步分為「綜合大學一」（即以文法商為主之

學校）及「綜合大學二」（即以理工為主之學校）等二類組。 

在研究對象之選擇上，由於運用資料包絡分析法探討各校相對效率值

時，受評單位之個數不宜太少，根據經驗法則，受評單位個數至少應為投

入項與產出項之兩倍。因本計畫所有私立學校皆有獲得教育部獎補助，共

計 35 所學校均屬本計畫研究對象，故受評單位個數應能符合經驗法則之

需求。 

另在計畫年度之選擇上，由於自 2008 年度起，教育部一方面已就獎

補助指標進行修訂；二方面亦不再對外公布內容載有各校相關表現數據之

校務資訊清冊。故基於數據資料之完整性與比較性，本研究僅選擇 2006

及 2007 年度參與私校獎補助作業之 35 所私立大學校院為研究對象，進行

後續相對效率值分析。本計畫之研究對象如表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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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之研究對象 
類    組 校        名 校數 合計

綜合大學一 

東海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淡江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靜宜大學、銘傳大學、世新

大學、實踐大學、真理大學、華梵大學、長

榮大學、南華大學 

13 

綜合大學二 
中原大學、逢甲大學、大同大學、元智大學、

中華大學、大葉大學、義守大學 
7 

醫學 
高雄醫學大學、中國醫藥大學、臺北醫學大

學、中山醫學大學、長庚大學、慈濟大學 
6 

新設及獨立學院

玄奘大學、開南大學、立德管理學院、致遠

管理學院、興國管理學院、佛光大學、稻江

科技暨管理學院、明道大學、亞洲大學 
9 

35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二、發展國際一流大學與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本計畫之審議期程以 5 年間辦理 2 次學校申請資格審查為原則，第一

梯次與第二梯次已分別於 2005 年及 2007 年辦理。 

在研究對象之選擇上，由於運用資料包絡分析法探討各校相對效率值

時，根據經驗法則，受評單位個數至少應為投入項與產出項之兩倍。本計

畫兩年度申請校數與核定校數如表 3-38 所示。教育部雖未公布經申請未獲

獎助學校名單，惟經電話洽詢高教司後，業務承辦人表示若基於研究需求

則可用書面申請並經核准後提供相關資料。基此，剔除非本研究範圍之技

職校院名單後，本計畫兩年度之研究對象如表 4-4 所示。 
 

表 4-4 教育部發展國際一流大學與頂尖研究中心計畫之研究對象 
年度 公立大學 私立大學 校數

2005 

國立台灣大學、國立成功大學、國

立清華大學、國立交通大學、國立

中央大學、國立中山大學、國立陽

明大學、國立中興大學、國立政治

大學、國立中正大學、國立台灣師

範大學、國立海洋大學、國立高雄

大學 

長庚大學、元智大學、中原大學、

台北醫學大學、高雄醫學大學、中

國醫藥大學、中山醫學大學、東海

大學、輔仁大學、逢甲大學、南華

大學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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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公立大學 私立大學 校數

2007 

國立台灣大學、國立成功大學、國

立清華大學、國立交通大學、國立

中央大學、國立中山大學、國立陽

明大學、國立中興大學、國立政治

大學、國立中正大學、國立台灣師

範大學、國立海洋大學、國立彰化

師範大學、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國

立嘉義大學、國立東華大學、國立

台北大學、國立高雄大學、國立台

南大學、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長庚大學、元智大學、中原大學、

台北醫學大學、高雄醫學大學、中

國醫藥大學、東海大學、淡江大

學、逢甲大學 

29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註：斜體字部分為申請但未獲本計畫獎助之學校。 

 

三、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自 2005 年度起至 2008 年度止已辦理

四屆，其中包含技職校院與大學校院，因本研究之範疇為大學校院，故技

職校院之受獎助對象並不包括在本研究之範圍中。 

由於運用資料包絡分析法來探討學校之相對效率值時，受評單位之個

數根據經驗法則至少應為投入項與產出項之兩倍。據此，本研究原規畫以

各次申請教學卓越計畫之所有學校為研究對象，以滿足前述經驗法則之需

求；惟因教育部僅公布獲得獎助學校名單，並未公布有申請但未獲獎助學

校之名單，且經電詢教育部計畫辦公室後，亦表示不便提供相關資料，如

此一來，決策單位之個數極可能不敷資料包絡分析法經驗法則所需數目。

基於此，研究者決定將其他非在受獎助學校名單上，但學生人數在 5,000

人以上之公私立學校亦列入研究對象中。 

總之，為瞭解獲獎助學校與未獲獎助學校之間效率值的相對差異，並

基於各年度數據資料完整性之需求，在研究對象之選擇上，本計畫以 2006

年與 2007 年至少有一年通過計畫初審階段之學校，另加上其他不在獎助

名單上，但學生人數在 5,000 人以上之公私立學校，共同作為教育部獎勵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研究對象。本計畫研究對象整理後如表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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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研究對象 
年度 公立大學 私立大學 校數

2006 

中正大學、東華大學、高雄大學、

高雄師範大學、新竹教育大學、暨

南國際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台灣

海洋大學、聯合大學、嘉義大學、

台南大學、彰化師範大學、台北大

學、宜蘭大學、 
 

中原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世新大

學、玄奘大學、亞洲大學、東吳大

學、東海大學、淡江大學、逢甲大

學、華梵大學、台北醫學大學、輔

仁大學、靜宜大學、高雄醫學大學、

大葉大學、銘傳大學、義守大學、

大同大學、中華大學、真理大學、

開南大學、明道大學、文化大學、

實踐大學、南華大學、長榮大學 

40 

2007 

中正大學、東華大學、高雄大學、

高雄師範大學、新竹教育大學、彰

化師範大學、暨南國際大學、台灣

師範大學、台灣海洋大學、聯合大

學、嘉義大學、台南大學、台北大

學、宜蘭大學、 

大同大學、中原大學、中國醫藥大

學、世新大學、玄奘大學、亞洲大

學、東吳大學、東海大學、高雄醫

學大學、淡江大學、逢甲大學、華

梵大學、義守大學、台北醫學大學、

輔仁大學、靜宜大學、大葉大學、

銘傳大學、中華大學、真理大學、

開南大學、明道大學、文化大學、

實踐大學、南華大學、長榮大學 

40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註：1.因藝體類大學 2007 年採用不同標準審定，故本表不含藝體類大學。 

2.斜體字部分為經初審通過但未獲本計畫獎助之學校，或不在獎助名單上旦學生人數在

5,000 人以上之學校。 
 

第四節 資料分析方法 

為瞭解教育部分配給各校之獎補助款，與各公私立大學辦學績效之關

連性，本研究首先透過德壞術調查法建構適用於我國之大學績效指標；其

次採用資料包絡分析法，探討教育部獎助計畫中各申請學校經營績效之相

對效率值，最後則透過 Spearman 相關係數分析法，瞭解各申請學校相對

效率值與政府競爭經費之間的關連性。 
 

壹、在大學績效指標之建構方面 

本研究針對德懷術諮詢委員在第一回合及第二回合調查過程中，對於

各指標項目適切程度之意見，主要採取平均數（平均數愈大，相對適合度

愈高）、標準差（標準差愈小，表示德懷術諮詢委員意見的離散程度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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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史單一樣本適合度考驗（德懷術諮詢委員樣本意見一致性，最大差異

值愈小，相對一致性愈大）的量化統計，再以眾數作為最後結論之代表，

採取多數決定之原則。各次德懷術調查問卷的資料統計與分析方法如下： 

 
一、第一回合問卷資料分析 

第一回合資料分析，主要將各德懷術諮詢委員對每一指標項目的意見

歸類整理，並彙集出整體意見整合表，其處理程序可分為下列三個步驟： 

（一）各指標項目的修正與增訂：依據諮詢委員意見與原指標項目進行對

照，研究者再次參閱相關文獻後修正或增訂指標項目。 

（二）計分與統計數據：依諮詢委員填答之適切性程度計分，每項指標之

填答從非常適合到非常不適合分別得 5 分至 1 分，統計分析求出各

項指標之平均數、標準差及眾數。 

（三）形成第二回合問卷：每份德懷術調查問卷不盡相同，因各問卷中均

呈現每位諮詢委員在第一回合問卷之作答情形，及全部委員填答之

平均數及眾數，若有建議修正指標項目時，則增列修正指標之意見

調查選項。意見說明欄，則是供諮詢委員個人意見與整體意見相差

較大時填寫。 

 
二、第二回合問卷資料分析 

回收第二回合問卷資料後，將再次統計所有委員對每項指標適切性得

分之平均數、標準差及眾數，據此瞭解委員對各指標項目的評價及整體意

見的離散程度，再進行科—史單一樣本適合度考驗，以瞭解整體意見的一

致程度後，形成我國大學績效指標。其處理程序可分為下列二個步驟： 

（一）計分與統計數據：依諮詢委員填答之適切性程度計分，由非常適合

到非常不適合分別得 5 分至 1 分，並求出每項指標之平均數、標準

差、眾數與柯—史單一樣本適合度考驗。 

（二）指標項目之確定：首先將德懷術問卷各指標項目之「意見說明」及

修正指標之意見調查結果，進行指標項目之增修或歸併，再依柯—

史單一樣本適合度考驗結果，在委員一定程度的共識下形成我國大

學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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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在大學經營績效之評估方面 

一、效率分析 

本研究在運用資料包絡分析法分析決策單位相對效率時，兼採 CCR

及 BCC 模式。 

 
（一）CCR 模式 

CCR 模式係由 Charnes, Cooper 與 Rhodes 所提出的績效評估模式，此

模式強調「固定規模報酬假設」，亦即每增加一分投入，就會使產出同樣

增加一分。CCR 模式若是以投入的角度來探討效率，係討論在目前的產出

水準下，有效率的決策單位應使用多少投入；若是以產出的角度來探討效

率，則是討論在使用現有的投入水準下，應有多少產出方為有效率的決策

單位。由於資料包絡分析法所求出的效率，是出於決策單位之間的比較，

因此對於無效率的決策單位而言，必定有其他有效率的單位為作為該單位

之參考群體，可參考其表現作為努力目標。至於提昇效率的方法則可從「減

少投入」或「增加產出」著手。 

 

（二）BCC 模式 

前述增加一個單位投入量，即可增加一個單位產出量之生產過程稱之

為「固定規模報酬」；但若組織的生產過程並非「固定規模報酬」時，則

CCR 模式即不適用。因此，Banker, Charnes 與 Cooper 另提出用來衡量「純

技術效率」（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PTE）與「規模效率」（Scale Efficiency, 

SE）之 BCC 模式。所謂純技術效率是指在相同規模下，相對於其他決策

單位，其投入較少，具有有效利用資源的能力；置於導致純技術無效率之

原因，多來自經營者的錯誤決策。另規模效率並非指學校規模大小，而是

指當生產技術可變動時，決策單位是否處於最適生產規模，讓產出水準所

需之平均投入量最低。 

 

二、參考集合分析 

當一個決策單位的效率值為 1 時，代表此決策單位落在效率前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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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成為其他相對無效率決策單位之參考對象，藉此分析其效率值與投

入及產出項目之改善空間。由於 CCR 模式未能就相對有效率之決策單位

進一步區分其效率程度，故依照 Doyle 與 Green（1993）之研究，將以相

對有效率決策單位被參考次數的多寡，進一步從相對有效率決策單位中，

區分出真正有效率的決策單位。當某一有效率決策單位被參考的次數愈

多，即代表其真正具有效率，可成為其他多數學校之參考依據與楷模。 

此外，並依照 Michael 與 Barry（1991）對效率值的分類，將各決策單

位分為強勢效率單位、邊緣效率單位、邊緣非效率單位，與明顯非效率單

位四種類型。茲就其內容簡要說明如下： 

（一）強勢效率單位：效率值為 1，且被參考的次數非常的多，因此隱含

著此受評單位相對有效率之穩健度愈強，亦即該校的效率評價屬於

公認楷模。 

（二）邊緣效率單位：效率值同樣為 1，但與強勢效率單位不同的是其不

曾出現在其他受評單位之參考集合中，表示其表現僅能做為自我比

較之對象，且只要投入值略有增加或產出略有減少，其效率值極有

可能降至 1 以下。 

（三）邊緣非效率單位：其效率值介於 0.9~1 之間，表示只要投入值略有

減少或產出略有增加，此單位極可能將效率值提升至 1。 

（四）明顯非效率單位：其效率值介於 0.75~0.9 之間，表示該受評單位經

營效率不彰，且在短期內效率無法很快提升，除非有重大的改變，

否則其效率值變動不大。 

 

参、在大學經營績效與政府競爭經費之關連性方面 

旨在利用前述求得之各校相對效率值，另與政府競爭經費進行相關係

數分析，以瞭解大學績效表現與政府競爭經費之間的相關性。 

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擬採取 Spearman 相關係數作為主要分析工具，

係因 Spearman 相關係數為無母數之統計分配，不需假設母體為常態分配，

且能處理等級型態資料之故。易言之，本節將運用資料包絡分析法所求得

之各校相對效率值，進一步探討各公私立大學之經營績效與其所獲得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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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競爭性獎補助經費之相關性，藉此瞭解我國教育部競爭經費之分配方

式與金額是否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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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為瞭解我國政府在大學競爭經費的分配上是否與大學績效評估結果

有關，本研究在實證分析部分首先透過德懷術調查法來建構適用於我國大

學之績效指標，接著根據前述指標蒐集進行篩選並相關數據後，運用資料

包絡分析法評估我國公私立大學經營績效之相對效率值，最後探討我國大

學經營績效相對效率值與政府競爭經費分配的關連性。 

據此，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我國大學績效指標之建構，第二節

為我國大學經營績效之評估，第三節為我國大學經營績效與政府競爭經費

關連性之分析，第四節則為綜合討論。 

 

第一節 我國大學績效指標之建構 

在我國大學績效指標之建構上，本研究係採取德懷術調查法，並以「我

國大學績效指標項目調查問卷」作為調查工具，茲就德懷術調查問卷實施

過程與調查結果之分析分別說明如下： 

 

壹、德懷術調查實施過程 

本研究德懷術專家諮詢委員原預計邀請 30 人，其後經與專家聯絡後，

有意願參與研究者計 24 名。具體而言，研究共進行兩次德懷術，第一次

所使用之德懷術問卷係由研究者根據國內外文獻探討進行彙整分析後，將

我國大學績效指標初稿進行新增、修正後之問卷；第二次則是依照第一次

調查結果修正完成。在德懷術問卷調查過程中，特別重視問卷編製、專家

選定、統計分析與問卷修訂等工作。 

第一回合調查問卷於 2007 年 7 月 10 日以限時掛號及電子郵件方式寄

出 24 份，並於 7 月 25 日完成回收工作。第一回合調查問卷發送後，由於

部分專家學者無法再配合研究進度，故僅回收 20 份問卷，回收率為 83.3%。

第二回合調查問卷則於 9 月 3 日同樣以限時掛號及電子郵件方式寄出 20

份，並於 9 月 24 日完成回收。然因實施過程耗費較長時間，故第二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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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亦出現樣本流失情形，僅回收 19 份，回收率為 95.0%。本研究二

回合問卷回收情形如表 5-1 所示。 

 

表 5-1 兩回合德懷術調查問卷回收情形 
次數 項      目 問卷發放數 問卷回收數 問卷回收率

A.教育行政主管機關之人員 8 6 75.0% 
B.各大學校院之資深教授 8 7 87.5% 
C.公私立大學校長 8 7 87.5% 

第

一

回

合 合      計 24 20 83.3% 
A.教育行政主管機關之人員 6 5 83.3% 
B.各大學校院之資深教授 7 7 100.0% 
C.公私立大學校長 7 7 100.0% 

第

二

回

合 合      計 20 19 95.0%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貳、第一回合德懷術調查結果分析 

本研究所實施之第一回合德懷術調查問卷中，包含六大構面與 31 個

指標。填答方式係請德懷術諮詢委員就各指標以 5 點量表作答方式，從 5

到 1 分別為「非常適合」、「適合」、「中立意見」、「不適合」、「非常不適合」。

第一回合調查問卷之資料分析，係將所有委員之填答內容進行初步統計，

算出所有委員對指標適合度之平均數(M)、眾數(Mo)與標準差(SD)。此外，

並彙整委員所提之各項建議，藉此作為指標修正、增訂與刪除之基礎。 

本研究對於諮詢委員填答分數之判斷，係認為當指標統計結果之平均

數＜3.0 時，即表示該指標在填答過程中是被諮詢委員認定為較不適合的；

當該指標統計結果平均數≧3.0 時，則表示該指標是被諮詢委員認定為較

適合的指標。此外，對於諮詢委員建議增訂或刪除之指標，將再次參閱相

關文獻並與指導教授討論後，再決定是否刪除或列入第二回合問卷中。透

過以上方式進行第一回合指標篩選後，進而形成第二回合問卷之編製。茲

就德懷術諮詢委員在第一回合調查過程中，對不同構面各項指標之評分，

及其相關建議進行彙整與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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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資源構面 

（一）結果分析 
表 5-2 第一回合教育資源構面諮詢委員填答結果一覽表 

指標項目 眾數 平均數 標準差 
1-1 平均每生校舍樓地板面積 5 4.15 0.81 
1-2 平均每生圖書期刊經費支出 5 4.55 0.69 
1-3 平均每生儀器設備經費支出 5 4.20 1.11 
1-4 平均每生教學研究及訓輔經費支出 5 4.47 0.70 
1-5 平均每生單位成本 5 4.68 0.67 
1-6 加權生師比 5 4.35 1.14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由表 5-2 可知，在教育資源構面中各指標平均數均在 4 以上，顯示德

懷術諮詢委員認定此構面之所有指標均為較適合之指標，故本構面指標全

數暫予保留。惟再由諮詢委員評分之離散程度觀之，顯示指標「1-3 每生

儀器設備經費支出」與「1-6 加權生師比」之標準差＞1，表示專家諮詢委

員對此指標之意見仍然分歧，留待第二回合調查後再決定是否作為我國大

學績效指標。 

 
（二）建議與說明 

1.部分諮詢委員認為指標「1-3 每生儀器設備經費支出」對於社會科學學

門而言不合理，惟因第一回合問卷分析結果之平均數並未低於 3，故

先予保留，待第二回合問卷分析後再行判斷。 

2.部分諮詢委員建議增列「平均每生獎助學金」指標，經與指導教授討

論後，此意見將列入第二回合問卷之「1-7 平均每生獎助學金」。 

 
二、教師素質構面 

（一）結果分析 
表 5-3 第一回合教師素質構面諮詢委員填答結果一覽表 

指標項目 眾數 平均數 標準差 
2-1 專任教師具博士學位比 5 4.65 0.59 
2-2 專任教師比 5 4.65 0.49 
2-3 單位專任教師薪資 4 3.80 1.01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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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3 可知，在教師素質構面中各指標平均數均＞3，顯示德懷術諮

詢委員認定此構面所有指標皆屬於較適合之指標，故本構面全數指標均暫

予保留。惟再由專家諮詢委員評分之離散程度觀之，顯示指標「2-3 單位

專任教師薪資」之標準差＞1，表示諮詢委員對此指標之意見仍然分歧，

留待第二回合問卷調查後再決定是否作為我國大學績效指標。 

 
（二）建議與說明 

1.部分諮詢委員建議將指標「2-3 單位專任教師薪資」修改為「專任教師

平均薪資」；惟亦有委員認為國內公立大學專任教師薪資皆由政府規

定，私校則比照公立學校辦理，二者差異不大，故本指標實用性低，

建議刪除。惟因該指標在第一回合分析結果其平均數並未低於 3，故

暫時先予保留，並依委員意見修改為「2-3 專任教師平均薪資」，視第

二回合問卷調查結果再決定是否刪除。 

2.部分諮詢委員建議增列「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比」指標，經與指導

教授討論後，此意見將列入第二回合問卷中。 

3.部分諮詢委員認為不同類型學校需要具有不同背景之教師，如技職校

院需要有具備實務經驗或專業證照之教師，似乎應有適當指標呈現。

惟因本研究所謂之大學，其範圍係指「綜合大學」並不包括技職校院，

故暫不依委員建議將具有實務經驗或專業證照教師列入指標項目中。 

 
三、行政支援構面 

表 5-4 第一回合行政支援構面諮詢委員填答結果一覽表 
指標項目 眾數 平均數 標準差 

3-1 每生行政支援人力比 4 4.30 0.66 
3-2 每位專任教師行政支援人力比 4 4.40 0.60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由表 5-4 可知，在行政支援構面中各指標之平均數均＞3.0，顯示德懷

術諮詢委員認定此構面之所有指標為較適合之指標，再由諮詢委員評分之

離散程度觀之，顯示所有指標標準差均＜1，表示委員對各項指標之意見

已趨於一致，故第一回合行政支援構面全數指標皆予以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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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成果構面 

（一）結果分析 
表 5-5 第一回合教學成果構面諮詢委員填答結果一覽表 

指標項目 眾數 平均數 標準差 
4-1 學生退學率 4 3.90 0.91 
4-2 學生畢業率 5 3.90 0.87 
4-3 畢業生就業率 5 4.65 0.49 
4-4 畢業生升學率 4 4.25 0.55 
4-5 學校頒發學位數 4 3.47 1.12 
4-6 畢業生參加國家考試考試及格率 5 4.26 0.87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由表 5-5 可知，在教學成果構面中各指標平均數均＞3.0，顯示諮詢委員

認定此構面所有指標均屬於較適合之指標，故本構面全數指標暫予保留。惟

再由諮詢委員評分之離散程度觀之，指標「學校頒發學位數」之標準差≧1，

表示諮詢委員對前述指標之意見仍然分歧，留待第二回合問卷調查後再決定

是否作為我國大學績效指標。 

 
（二）建議與說明 

1.部分諮詢委員認為學生退學率與畢業率會互相抵觸，當學校學生退學

率較高時，畢業率會較低，故建議兩指標擇一使用；惟因第一回合問

卷調查結果兩指標之平均數皆未低於 3，故暫時予以保留。 

2.部分諮詢委員認為學校頒發學位數和學生入學人數有關，而與學校辦

學績效之相關性較小。經研究者再次參閱相關文獻並與指導教授討論

後，決定參照委員意見刪除本指標。 

3.部分諮詢委員認為畢業生就業率與升學率互有矛盾之處，若畢業生就

業率高，則相對升學率低。經研究者與指導教授討論後，決定將學生

就業率與升學率合併為同一指標項目。 

4.部分諮詢委員建議增列「學生通過校外各項檢定（含英檢及證照等）

比率」或「學生參加證照考試及格人數」，及「學生參加校外比賽得獎

率」指標。經研究者與指導教授討論後，決定在第二回合問卷增列三

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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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術研究構面 

（一）結果分析 
表 5-6 第一回合學術研究構面諮詢委員填答結果一覽表 

指標項目 眾數 平均數 標準差 
5-1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金額 5 4.70 0.57 
5-2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件數 5 4.58 0.61 
5-3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非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金額 5 4.26 0.57 
5-4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非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件數 5 4.41 0.53 
5-5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專利數 4 3.75 1.07 
5-6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出版專門著作數 4 4.30 0.57 
5-7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於SCI 資料庫之期刊論文數 5 4.40 0.75 
5-8 專任教師每篇研究論文平均被引用次數 5 4.55 0.69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由表 5-6 可知，在學術研究構面中各指標平均數均＞3.0，顯示德懷術

諮詢委員認定此構面所有指標為較適合指標，故第一回合本構面全數指標

暫予保留。惟再由諮詢委員評分之離散程度觀之，顯示指標「5-5 平均每

位專任教師獲得專利數」之標準差＞1，表示諮詢委員對此指標之意見仍

然分歧，留待第二回合問卷調查後再行決定是否刪除。 
 

（二）建議與說明 

1.部分諮詢委員認為指標「5-5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專利數」對社會學

門不公平，故建議增列「技術移轉金額或智慧財產權衍生收入」指標，

經研究者與指導教授討論後，決定將本指標列入第二回合問卷。 

2.部分諮詢委員建議將指標 5-7 修改為「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於 SCI

及 SSCI 資料庫之期刊論文數」。 

3.部分諮詢委員建議將指標「5-8 專任教師每篇研究論文平均被引用次

數」改為「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於 SCI 期刊論文被引用次數」，經研

究者與指導教授討論後，決定依照委員建議修改。 

4.部分諮詢委員建議將原置於社會服務構面之「專任教師擔任國內外學

術期刊編審人數」移入本構面。經研究者再次參閱相關文獻並與指導

教授討論後，決定將本指標移入學術研究構面。 

5.部分諮詢委員建議增列「平均每位專任教師國內外研討會發表論文

數」，經研究者與指導教授討論後，決定參照委員意見增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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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社會服務構面 

（一）結果分析 
表 5-7 第一回合社會服務構面諮詢委員填答結果一覽表 

指標項目 眾數 平均數 標準差 
6-1 全校推廣教育總收入占學校總收入比率 5 4.25 0.85 
6-2 全校產學合作總收入占學校總收入比率 5 4.31 0.74 
6-3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推廣教育收入 5 4.10 0.70 
6-4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產學合作收入 5 4.78 0.62 
6-5 專任教師擔任校外專業諮詢人數 4 3.90 0.85 
6-6 專任教師擔任國內外學術期刊編審人數 5 4.35 0.81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由表 5-7 可知，在社會服務構面中各指標之平均數皆＞3.0，顯示諮詢

委員認定此構面所有指標均為較適合之指標，再由諮詢委員評分之離散程

度觀之，顯示所有指標標準差均＜1，表示委員對各項指標之意見已趨於

一致，故第一回合社會服務構面全數指標皆予以保留。 

 
（二）建議與說明 

部分諮詢委員建議將「6-5 專任教師擔任國內外學術期刊編審人數」

指標移置學術研究構面中，經研究者與指導教授討論後，決定參照委員意

見將本指標移入學術研究構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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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一回合德懷術問卷調查結果整理 

茲就第一回合德懷術問卷調查結果整理如表 5-8 所示。 
 
表 5-8 第一回合德懷術問卷調查結果 
構面 指標項目 修正/新增情形 

1-1 平均每生校舍樓地板面積 維持不變 
1-2 平均每生圖書期刊經費支出 維持不變 
1-3 平均每生儀器設備經費支出 維持不變 
1-4 平均每生教學研究及訓輔經費支出 維持不變 
1-5 平均每生單位成本 維持不變 
1-6 加權生師比 維持不變 

教

育

資

源 

1-7 平均每生獎助學金 新增 
2-1 專任教師具博士學位比 維持不變 
2-2 專任教師比 維持不變 
2-3 專任教師平均薪資 修改後 

教
師
素
質 2-4 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比 新增 

3-1學生與行政支援人力比 維持不變 行
政

支
援 3-2 專任教師與行政支援人力比 維持不變 

4-1 學生退學率 維持不變 
4-2 學生畢業率 維持不變 
4-3 畢業生就業(升學)率 合併後 
4-4 畢業生參加國家考試考試及格率 維持不變 
4-5 學生參加證照考試及格率 新增 
4-6 學生參加語文檢定及格率 新增 

教

學

成

果 
4-7 學生參加校外競賽得獎率 新增 
5-1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金額 維持不變 
5-2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件數 維持不變 
5-3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非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金額 維持不變 
5-4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非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件數 維持不變 
5-5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專利數 維持不變 
5-6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出版專門著作數 維持不變 
5-7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於 SC 及 SCI 資料庫之期刊論文數 修改後 
5-8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於 SCI 資料庫期刊論文被引用次數 修改後 
5-9 專任教師擔任國內外學術期刊編審人數比率 由社會服務構面移入

5-10 技術移轉金額或智慧財產權衍生收入 新增 

學

術

研

究 

5-11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國內外研討會發表論文數 新增 
6-1 全校推廣教育收入占學校總收入比率 維持不變 
6-2 全校產學合作收入占學校總收入比率 維持不變 
6-3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推廣教育收入 維持不變 
6-4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產學合作收入 維持不變 

社
會
服
務  

6-5 專任教師擔任校外專業諮詢人數比 維持不變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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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第二回合德懷術調查結果分析 
第二回合調查問卷係根據第一回合委員之回饋意見，新增 7 個指標、

修正 3 個指標、合併 1 個指標，並刪除 1 個指標後所形成，故第二回合問

卷架構分為六大指標構面及 36 個評鑑指標。第二回合調查問卷內容與前

次最大差異，在於各問卷中均呈現每位委員在第一回合之填答情形，與全

部委員對各指標項目評分之眾數、平均數與標準差，旨在讓各委員能參考

其他委員意見後，再進行第二回合填答。此外，第二回合問卷亦屬於「封

閉型問卷」，亦即不再提供諮詢委員開放意見填寫欄位，請委員聚焦於問

卷中新增與修改的指標項目。至於評分方式仍採用 5 點量表作答方式，以

「1」代表非常不適合，「5」代表非常適合，中間分數則按適合程度，分

別以「2、3、4」加以評定，數字愈大表示愈適合。 

第二回合德懷術調查結果之資料分析，仍是算出所有德懷術諮詢委員

對各指標適合程度評分之平均數、眾數與標準差，以作為後續指標修正與

否之依據。當「平均數≧3.75」且「標準差＜1」時，相當於將五點量表換

算百分等級為 75，表示該項指標在諮詢委員中達到高度共識，故維持指標

原貌；當「3.0≦平均數＜3.75」時，則依據諮詢委員對該指標之最多數意

見做修改；當「平均數＜3.0」且「標準差≧1」時，表示該項指標在諮詢

委員中共識程度偏低，故考慮將該指標刪除，據此，最後建構出本研究之

「我國大學績效指標」系統。以下就不同構面分別呈現諮詢委員第二回合

調查之填答結果分析，並進行意見彙整與說明。 

 
一、教育資源構面 

表 5-9 第二回合教育資源構面諮詢委員填答結果一覽表 
指標項目 眾數 平均數 標準差 

1-1 平均每生校舍樓地板面積 4 4.26 0.65 
1-2 平均每生圖書期刊經費支出 5 4.68 0.48 
1-3 平均每生儀器設備經費支出 5 4.47 0.84 
1-4 平均每生教學研究及訓輔經費支出 5 4.87 0.83 
1-5 平均每生單位成本 5 4.74 0.73 
1-6 加權生師比 5 4.58 0.61 
1-7 平均每生獎助學金 5 4.09 0.94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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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9 可知，在教育資源構面中各評鑑指標之平均數皆＞3.75，且

標準差均＜1，顯示所有諮詢委員對此構面之指標皆已達到高度共識。故

教育資源構面的指標均予以保留。 

 
二、教師素質構面 

表 5-10 第二回合教師素質構面諮詢委員填答結果一覽表 
指標項目 眾數 平均數 標準差 

2-1 專任教師具博士學位比 5 4.84 0.37 
2-2 專任教師比 5 4.79 0.42 
2-3 專任教師平均薪資 4 4.00 0.67 
2-4 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比 4 4.16 0.69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由表 5-10 可知，在教師素質構面中各評鑑指標之平均數皆＞3.75，且

標準差均＜1，顯示所有諮詢委員對此構面之指標皆已達到高度共識。故

教育資源構面的指標均予以保留。 

 
三、行政支援構面 

表 5-11 第二回合行政支援構面諮詢委員填答結果一覽表 
指標項目 眾數 平均數 標準差 

3-1 每生行政支援人力比 4 4.32 0.58 
3-2 每位專任教師行政支援人力比 5 4.42 0.61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由表 5-11 可知，在行政支援構面中各評鑑指標之平均數皆＞3.75，且

標準差均＜1，顯示所有諮詢委員對此構面之指標皆已達到高度共識。故

行政支援構面的指標均予以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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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成果構面 

表 5-12 第二回合教學成果構面諮詢委員填答結果一覽表 
指標項目 眾數 平均數 標準差 

4-1 學生退學率 4 3.84 0.60 
4-2 學生畢業率 4 3.94 0.65 
4-3 畢業生就業(升學)率 5 4.74 0.45 
4-4 畢業生參加國家考試及格率 5 4.47 0.61 
4-5 學生參加證照考試及格率 5 4.63 0.50 
4-6 學生參加語文檢定及格率 4 4.32 0.67 
4-7 學生參加校外比賽得獎率 5 4.11 0.94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由表 5-12 可知，在教學成果構面中所有評鑑指標之平均數皆＞3.75，

且標準差均＜1，顯示所有諮詢委員對此構面其餘指標皆已達到高度共識。 

 
五、學術研究構面 

表 5-13 第二回合學術研究構面諮詢委員填答結果一覽表 
指標項目 眾數 平均數 標準差 

5-1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國科會研究補助金額 5 4.89 0.32 
5-2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國科會研究補助計畫數 5 4.78 0.43 
5-3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非國科會研究補助金額 5 4.64 0.56 
5-4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非國科會研究補助計畫數 5 4.69 0.47 
5-5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專利數 4 3.95 0.78 
5-6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出版專門著作數 4 4.32 0.58 
5-7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於 SCI 及 SSCI 資料庫之

期刊論文數 5 4.53 0.51 

5-8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於 SCI 資料庫期刊論文

被引用次數 5 4.74 0.45 

5-9 教師擔任國內外學術期刊編審人數比率 5 4.63 0.68 
5-10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技術移轉金額或智慧財產權

衍生收入 3 3.74 0.87 

5-11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國內外研討會發表論文數 4 4.11 0.66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由表 5-13 可知，在學術研究構面中除「5-11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技術移

轉金額或智慧財產權衍生收入」外，其餘各評鑑指標之平均數皆＞3.75，

且標準差均＜1，顯示所有諮詢委員對此構面之其餘指標已達到高度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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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5-11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技術移轉金額或智慧財產權衍生收入」

係因第一回合問卷調查過程中，部分委員認為指標「5-5 平均每位專任教

師獲得專利數」對社會學門不公平，故建議增列。惟經過第二回合問卷調

查結果分析可發現，該指標平均數並未＞3.75，故為瞭解不同背景委員對

於該指標之共識程度，本指標將留待以下經過柯—史單一樣本適合度檢定

後，再決定是否保留或刪除。 

 
六、社會服務構面 

表 5-14 第二回合社會服務構面諮詢委員填答結果一覽表 
指標項目 眾數 平均數 標準差 

6-1 全校推廣教育收入占學校總收入比率 4 4.26 0.65 
6-2 全校產學合作收入占學校總收入比率 5 4.37 0.68 
6-3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推廣教育收入 5 4.84 0.37 
6-4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產學合作收入 5 4.21 0.79 
6-5 專任教師擔任校外專業諮詢人數比 4 3.95 0.52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由表 5-14 可知，在社會服務構面中各評鑑指標之平均數皆＞3.75，且

標準差均＜1，顯示所有諮詢委員對此構面之指標皆已達到高度共識。故

社會服務構面的指標均予以保留。 

 
七、柯—史單一樣本適合度檢定 

根據第一回合與第二回合德懷術問卷調查結果分析發現，經過修正後

之指標項目其平均數與標準差皆已達到本研究資料分析所設定之標準，亦

即「平均數≧3.75」且「標準差＜1」，相當於將五點量表換算百分等級為

75，表示該項指標在德懷術專家諮詢委員中達到高度共識。以下將進一步

針對第二回合問卷分析結果，將各構面指標項目之適切程度以 SPSS 14.0 

for Windows 統計軟體進行柯—史單一樣本適合度檢定，顯著水準α值為

0.05，藉此分析不同諮詢委員對於第二回合問卷中各指標項目適切性之同

意程度是否具有一致性。茲分別就各構面指標項目之檢定結果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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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資源構面 

表 5-15 教育資源構面各指標項目適合度檢定 
指標項目 柯—史檢定漸進顯著性 

1-1 平均每生校舍樓地板面積 .005* 
1-2 平均每生圖書期刊經費支出 .000* 
1-3 平均每生儀器設備經費支出 .000* 
1-4 平均每生教學研究及訓輔經費支出 .000* 
1-5 平均每生單位成本 .000* 
1-6 加權生師比 .000* 
1-7 平均每生獎助學金 .002* 

*α＜.05  

在 7 個指標項目中，經由柯—史無母數單一樣本適合度檢定後，發現

全部指標適合程度均達顯著水準。由此可知，19 位專家諮詢委員對於教育

資源構面中 7 個指標項目之看法漸趨一致。 

 

（二）教師素質構面 

表 5-16 教師素質構面各指標項目適合度檢定 
指標項目 柯—史檢定漸進顯著性 

2-1 專任教師具博士學位比 .000* 
2-2 專任教師比 .000* 
2-3 專任教師平均薪資 .083 
2-4 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比 .023* 

*α＜.05  

在 4 個指標項目中，經由柯—史無母數單一樣本適合度檢定後，發現

除「2-3 專任教師平均薪資」外，其他指標適合程度均達顯著水準，亦即

19 位專家諮詢委員對於教師素質構面 4 項指標之看法漸趨一致。而在「2-3

專任教師平均薪資」指標項目中，教育行政主管機關人員與校長多數認為

重要，但學者則持中立意見，由於此項指標意見過於分歧仍不宜列為表現

指標，故建議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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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行政支援構面 

表 5-17 行政支援構面各指標項目適合度檢定 
指標項目 柯—史檢定漸進顯著性 

3-1 每生行政支援人力比率 .001* 

3-2 每位專任教師行政支援人力比率 .000* 

*α＜.05  

在 3 個指標項目中，經由柯—史無母數單一樣本適合度檢定後，發現

全部指標適合程度均達顯著水準。由此可知，19 位專家諮詢委員對於行政

支援構面中 3 個指標項目之看法漸趨一致。 

 

（四）教學成果構面 

表 5-18 教學成果構面各指標項目適合度檢定 
指標項目 柯—史檢定漸進顯著性 

4-1 學生退學率 .000* 
4-2 學生畢業率 .001* 
4-3 畢業生就業(升學)率 .000* 
4-4 畢業生參加國家考試及格率 .000* 
4-5 學生參加證照考試及格率 .000* 
4-6 學生參加語文檢定及格率 .002* 
4-7 學生參加校外競賽得獎率 .002* 

*α＜.05  

在 6 個指標項目中，經由柯—史無母數單一樣本適合度檢定後，發現

全部指標適合程度均達顯著水準。由此可知，19 位專家諮詢委員對於教學

成果構面中 6 個指標項目之看法漸趨一致。 

 

（五）學術研究構面 

表 5-19 學術研究構面各指標項目適合度檢定 
指標項目 柯—史檢定漸進顯著性

5-1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國科會研究補助金額 .000* 
5-2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國科會研究補助計畫數 .000* 
5-3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非國科會研究補助金額 .000* 
5-4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非國科會研究補助計畫數 .000* 
5-5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專利數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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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9 學術研究構面各指標項目適合度檢定（續） 
指標項目 柯—史檢定漸進顯著性

5-6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出版專門著作數 .001* 
5-7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於 SCI 及 SSCI 資料庫之期刊論文數 .000* 
5-8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於 SCI 資料庫期刊論文被引用次數 .000* 
5-9 教師擔任國內外學術期刊編審人數比率 .000* 
5-10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技術移轉金額或智慧財產權衍生收入 .100 
5-11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國內外研討會發表論文數 .023* 

*α＜.05  

在 12 個指標項目中，經由柯—史無母數單一樣本適合度檢定後，發

現除「5-11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技術移轉金額或智慧財產權衍生收入」外，

其他指標適合程度均達顯著水準，亦即 19 位專家諮詢委員對於學術研究

構面 11 項指標之看法漸趨一致。 

在「5-11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技術移轉金額或智慧財產權衍生收入」指

標項目中，教育行政主管機關人員多數持中立意見，學者多數認為重要，

但校長之意見則相當分歧，由於此項指標意見過於分歧仍不宜列為表現指

標，故建議刪除。 

 

（六）社會服務構面 

表 5-20 社會服務構面各指標項目適合度檢定 
指標項目 柯—史檢定漸進顯著性 

6-1 全校推廣教育收入占學校總收入比率 .005* 
6-2 全校產學合作收入占學校總收入比率 .000* 
6-3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推廣教育收入 .000* 
6-4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產學合作收入 .002* 
6-5 專任教師擔任校外專業諮詢人數比 .005* 

*α＜.05  

在 6 個指標項目中，經由柯—史無母數單一樣本適合度檢定後，發現

全部指標適合程度均達顯著水準。由此可知，19 位專家諮詢委員對於社會

服務構面中 6 個指標項目之看法漸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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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二回合德懷術問卷調查結果整理 

茲就第二回合德懷術問卷調查結果整理如表 5-21 所示。 
 
表 5-21 第二回合德懷術問卷調查結果 

構面 指標項目 

1-1 平均每生校舍樓地板面積 
1-2 平均每生圖書期刊經費支出 
1-3 平均每生儀器設備經費支出 

1-4 平均每生教學研究及訓輔經費支出 
1-5 平均每生單位成本 
1-6 加權生師比 

教育資源 

1-7 平均每生獎助學金 
2-1 專任教師具博士學位比 

2-2 專任教師比 教師素質 

2-3 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比 

3-1每生行政支援人力比 
行政支援 

3-2 每位專任教師行政支援人力比 

4-1 學生退學率 

4-2 學生畢業率 

4-3 畢業生就業(升學)率 
4-4 畢業生參加國家考試及格率 
4-5 學生參加證照考試及格率 
4-6 學生參加語文檢定及格率 

教學成果 

4-7 學生參加校外比賽得獎率 
5-1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國科會研究補助金額 
5-2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國科會研究補助計畫件數 
5-3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非國科會研究補助金額 
5-4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非國科會研究補助計畫件數 
5-5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專利數 
5-6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出版專門著作數 
5-7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於 SCI 及 SSCI 資料庫之期刊論文數 
5-8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於 SCI 資料庫期刊論文被引用次數 
5-9 教師擔任國內外學術期刊編審人數比率 

學術研究 

5-10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國內外研討會發表論文數 

6-1 全校推廣教育總收入占學校總收入比率 

6-2 全校產學合作收入占學校總收入比率 

6-3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推廣教育收入 

6-4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產學合作收入 

社會服務 

6-5 專任教師擔任校外專業諮詢人數比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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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大學經營績效之評估 

本節運用資料包絡分析法，針對我國大學經營績效進行評估，在決策單

位之擇取方面，係以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發展國際一流

大學與頂尖研究中心計畫，與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申請學校或獲獎助學

校為對象。另在投入與產出指標之決定方面，則以上一節德懷術調查結果所

建構之大學績效指標為基礎，從中挑選適合之指標進行運作。但由於前述各

項計畫之對象（決策單位）與適用指標有異，故本節將分別就三項計畫之評

估結果進行說明。 
 

壹、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一、投入與產出指標之決定 

（一）投入產出項目內容說明 

由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獎助指標觀之，2006 年及 2007

年度本計畫之獎助重點為各校辦學績效，包括學校在教學、訓輔、研究、推

廣與國際化等方面之綜合表現，故投入與產出項目亦將由前述構面選取。由

於 DEA 之投入產出項目與受評單位之個數需符合「經驗法則」，即決策單位

之個數至少應為投入產出項目和之兩倍，否則將因決策單位過少而造成相對

效率值等於 1 之學校數過多，進而失去效率評估之意義。因此若受評單位不

足，則考慮減少投入與產出項目或增加受評單位。由於本研究決策單位固定，

故擬由調整投入與產出項目數量著手。 

因單純以文字敘述非 DEA 可衡量的範圍，故本計畫將針對前述六大構面

中選取實際可蒐集到量化數據之投入與產出項目，故剔除無法蒐集到量化數

據之指標；其次，DEA 投入與產出指標必須具有同向性（即投入數量的增加

不能導致產出數量的減少），故有關退學率等負向指標亦不列入 DEA 指標範

疇；再次，投入與產出指標之擇取將參考各獎助計畫之審查指標來決定，與

該獎助計畫較無關者不予列入；最後，因投入與產出項目不宜過多，故性質

相似之指標項目，如專任教師具博士學位比，與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比等指標

將擇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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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入產出項目相關係數 

基於前述考量，本計畫在投入項目中，首先擇取平均每生校舍樓地板面

積、平均每生教學研究及訓輔經費支出、加權生師比、專任教師距博士學位

比、專任教師比、每生行政支援人力比，與每位專任教師行政支援人力比，

在產出項目中，則以學生畢業率、通過中及英檢學生人數、平均每位專任教

師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件數、平均每位專任教師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金額

數、平均每位專任教師 SCI 及 SSCI 期刊論文篇數、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於

SCI 資料庫論文被引用次數、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推廣教育收入、平均每位專

任教師建教合作收入等指標為主，前述指標都是本計畫執行時教育部規定各

校必須填報之相關數據資料。 

由於在 DEA 模式中，各投入項與產出項之間的關係必須呈現同向性，亦

即當投入數量增加時，產出數量亦需為同方向增加，且為避免樣本非為線性

關係，故在計算投入與產出指標之效率值前，必須先瞭解投入項與產出項之

間的相關性。惟將前述投入產出指標進行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後，發現相關

係數甚低，故研究者重新以專任教師人數、專任教師具博士學位人數、職員

數、人事費支出，與教學研究訓輔經費等 5 個指標為投入項目；另以專任教

師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件數、專任教師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金額數、SCI 及

SSCI 期刊論文篇數、通過中級英檢考試人數、畢業生人數，推廣教育收入與

建教合作收入等 7 個指標作為產出項目。 

由於本獎助計畫 2004 及 2005 學年度所能蒐集到之數據資料最為完整，

故以此兩年度為研究範圍，並將前述調整後投入項與產出指標之間的相關係

數分析結果呈現如表 5-22 與表 5-23 所示。 
 

表 5-22  教育部私校獎補助計畫 2004 學年度投入產出項目相關係數表 
投入項 

產出項 專任教師人數
專任教師具

博士學位人數
職員人數 人事費支出 教學研究 

訓輔經費 
國科會計畫件數 0.7357  0.7602  0.5403  0.6971  0.7124  

國科會計畫金額數 0.6648  0.6513  0.3697  0.6070  0.6064  
SCI 等期刊論文總數 0.4852  0.4320  0.1346  0.4028  0.4094  

通過中級英檢人數 0.4265  0.3473  0.4601  0.4827  0.5200  

畢業生人數 0.8564  0.8561  0.8906  0.8872  0.8638  

推廣教育收入 0.4441  0.4056  0.3145  0.4046  0.5098  

建教合作收入 0.5427  0.5194  0.2678  0.4987  0.5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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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  教育部私校獎補助計畫 2005 學年度投入產出項目相關係數表 
投入項 

產出項 專任教師人數
專任教師具

博士學位人數
職員人數 人事費支出 教學研究 

訓輔經費 
國科會計畫件數 0.7176  0.7382  0.4886  0.6819  0.7169  

國科會計畫金額數 0.6449  0.6219  0.3279  0.5845  0.6201  
SCI 等期刊論文總數 0.4828  0.4266  0.0852  0.3826  0.4237  

通過中級英檢人數 0.4194  0.3503  0.3474  0.4423  0.4539  

畢業生人數 0.8443  0.8573  0.8652  0.8920  0.8444  

推廣教育收入 0.4356  0.3977  0.2771  0.3907  0.4884  

建教合作收入 0.5466  0.5132  0.2472  0.5021  0.5584  

 

由表 5-22 與 5-23 可知，就本計畫之投入與產出指標而言，在執行過程中

發現職員人數、SCI 等期刊論文數、通過中級英檢人數，與推廣教育收入等

變項之相關係數過低，故擬將前述變項刪除。刪除後共計專任教師人數、專

任教師具博士學位人數、人事費支出，與教學研究訓輔經費等 4 個投入項目；

以及專任教師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件數、專任教師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金額

數、畢業生人數與推廣教育收入等 4 個產出項目。 

 

（三）投入產出項目敘述統計 

根據前述選取之投入與產出變項，以敘述統計分析其基本資料，結果如

表 5-24 所示。就兩學年度樣本資料觀之，無論在投入項之人力或經費，抑或

產出項之研究教學或服務成果上，最大值與最小值均有很大差異。 
 
表 5-24 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投入與產出項目敘述統計量 

變項名稱 學年度 DMU 數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數 標準差 
投入項 

2004 35 775 93 333  178 
專任教師人數 

2005 35 760 86 345  179 
2004 35 601 50 210  123 

教師具博士學位數 
2005 35 594 65 225  123 
2004 35 1,697,098,256 138,320,741 625,294,150  388,855,360 

人事費支出 
2005 35 1,707,144,187 152,894,850 660,013,800  392,826,425 
2004 35 1,765,807,797 167,360,456 700,419,597  430,449,496 

教學研究訓輔經費 
2005 35 1,841,121,801 172,649,779 739,760,120  440,836,970 

產出項 
2004 35 371 9 112  94 

國科會計畫件數 
2005 35 299 14 110  85 
2004 35 234,450,009 3,651,300 67,332,796  63,119,566 

國科會計畫金額數 
2005 35 236,257,300 4,888,000 68,320,162  62,644,272 
2004 35 6,632 189 2,403  1,692 

畢業生人數 
2005 35 6,915 312 2,421  1,638 
2004 35 700,926,690 954,010 133,330,656  145,019,071 

建教合作收入 
2005 35 893,630,656 5,057,224 141,652,426  169,243,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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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率分析 

本研究採用 DEA-Solver 1.0 版軟體，在投入最小化的情況下，分別進行

固定規模報酬（CCR）與變動規模報酬（BCC）模式的實證，以得出 2004 與

2005 學年度 35 所私立大學之整體效率值與技術效率值，並將 CCR 效率值除

以 BCC 效率值而產生規模效率值，如表 5-25 及 5-26 所示。 

（一）整體效率分析 

根據 CCR 模式評估整體效率時，若所求得效率值為 1，代表決策單位為

相對有效率；若效率值＜1，則代表該決策單位為相對無效率。根據表 5-25

及 5-26 可知，在 35 所私立大學中，分別以 2004 與 2005 學年度而言，各有 9

所與 13 所大學（分別占全部學校的 26%與 37%）效率值為 1，表示這些學校

在整體投入與產出資源運作上是相對有效率的，其餘效率值＜1 的大學則表示

其在資源運用上有某些方面是無效率的，所以可進一步探討無效率之原因究

竟為純粹技術效率抑或規模效率所造成。 
 

（二）純技術效率分析 

上述 CCR 模式是用來衡量整體效率，而 BCC 模式則為計算現有規模下

之純技術效率值。分析純粹技術效率代表的意義即為觀察各私立大學對於投

入項目是否有效運用，以達產出最大化。同樣地，若所得效率值為 1 時，代

表該決策單位具有純技術效率；反之則代表該決策單位無純技術效率。根據

表 5-25 與 5-26 可知，在 35 所私立大學中，分別以 2004 與 2005 學年度而言，

各有 19 所與 20 所大學（分別占全部學校的 54%與 57%）效率值為 1，表示

其純技術效率上之資源運作之有效率的。此現象也顯示我國超過半數的私立

大學在純技術效率上的表現是良好的。 
 

（三）規模效率分析 

規模效率係指所生產的產量與資源投入量的比例情形，當所獲得的產量

與所投入資源的量成等比例增加時，則具有規模效率；當不成等比例增加時

（遞增或遞減），則代表不具規模效率。規模效率的衡量可由整體效率與技術

效率的比值求得，若效率值為 1 時，代表該決策單位具有規模效率，即產量

隨投入量的增加呈現等比例增加。根據表 5-25 與 5-26 可知，在 35 所私立大

學中，2004 與 2005 學年度各有 9 所與 13 所大學（分別占全部學校的 25%與

37%）效率值為 1，表示其具有規模效率，其餘學校則不具規模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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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2004 學年度純技術效率的平均值 0.9303 大於規模技術效率的平均

值 0.9198；另 2005 學年度純技術效率的平均值 0.9393 亦大於規模技術效率的

平均值 0.9298。且二學年度各校的純技術效率值普遍大於規模效率值，因此

可據此推斷 35 所私立大學中，其不具整體效率之因素較多來自規模效率，少

部分來自純技術效率。 

詳言之，就表 5-25 觀之，其中純技術效率值為 1，但規模效率值低於 1

之學校，即表示其無效率之因素係由規模無效率所引起。亦即這些學校目前

投入資源的配置為最佳組合狀態，但因投入量與產出量未呈等比例增加（規

模報酬遞增或遞減），因此這些學校必須應該調整其學校規模。對於規模報酬

處於遞增階段的學校，應設法增加產出，或就現有資源運用方式重新規劃檢

討；對於規模遞減的學校，則顯示其整體規模過大，應減少投入量，以達成

最適規模的目標，進而提升整體效率表現。 

另就其他幾所規模效率值大於純技術效率值，且規模效率接近 1（大於

0.9）之學校而言，可判斷其整體無效率之原則係來自於純技術無效率所致。

其經濟學上的意義係指無論該校處於規模遞增或遞減階段，其投入資源的配

置組合並非在最適狀態，且其原因可能是決策品質不佳或經營不善所引起，

故需藉由修正決策予以消除。此外，大部分學校整體效率值低於 1 的原因，

係同時受到純技術效率與規模效率的影響。就 2004 學年度而言，整體效率值

未達 1 的 26 所學校中，有 3 所純技術效率值與規模效率值皆低於 0.9，另 2005

學年度整體效率值未達 1 的 22 所學校中，純技術效率值與規模效率值皆低於

0.9 之學校則有 5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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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5 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各私立大學校院相對效率值—2004 學年度 

CCR 模式 BCC 模式 規模效率
DMU 學校名稱 

CRS VRS CRS/VRS
規模 
報酬 

參考集合 
被參考

次數 

1 東海大學 0.8320 0.8352 0.9961 遞減 10,14,17,21 - 
2 輔仁大學 0.7776 0.9811 0.7925 遞減 10,11,17 - 
3 東吳大學 0.6867 0.6963 0.9862 遞減 10,11,17 - 

4 淡江大學 1 1 1 固定 - 3 
5 文化大學 0.9235 1 0.9235 遞減 11,17,29 - 
6 靜宜大學 0.7550 0.7572 0.9971 遞增 4,10,17,29 - 
7 華梵大學 0.9323 1 0.9323 遞增 4,17,21 - 
8 銘傳大學 0.7590 0.8030 0.9452 遞減 10,17,29 - 
9 世新大學 0.9923 1 0.9923 遞減 11,17,29 - 

10 實踐大學 1 1 1 固定 - 12 
11 真理大學 1 1 1 固定 - 9 
12 南華大學 0.6405 0.7315 0.8756 遞增 4,10,17,29 - 
13 長榮大學 0.8079 0.8097 0.9977 固定 10,17,29 - 
14 中原大學 1 1 1 固定 - 1 
15 逢甲大學 0.9406 1 0.9406 遞減 11,17,25 - 

16 大同大學 0.7354 0.8917 0.8247 遞增 17,21,23,25 - 
17 元智大學 1 1 1 固定 - 26 
18 中華大學 0.9823 1 0.9823 遞減 10,11,17,29 - 
19 大葉大學 0.9247 0.9927 0.9314 固定 17,21,25,29 - 
20 義守大學 0.9468 1 0.9468 遞減 17,21,29 - 
21 高雄醫學大學 1 1 1 固定 - 8 

22 中國醫藥大學 0.7956 0.8672 0.9174 遞增 17,21 - 
23 台北醫學大學 1 1 1 固定 - 1 
24 中山醫學大學 0.8698 0.8992 0.9673 遞增 17,21,29 - 
25 長庚大學 1 1 1 固定 - 6 
26 慈濟大學 0.7291 0.9639 0.7564 遞增 17,21,25,29 - 
27 玄奘大學 0.6845 0.7390 0.9263 遞增 10,17,29 - 

28 開南大學 0.7945 0.8618 0.9218 遞增 10,17,29 - 
29 致遠管理學院 1 1 1 固定 - 19 
30 立德管理學院 0.7994 0.8945 0.8937 遞增 10,11,17,29 - 
31 興國管理學院 0.8187 1 0.8187 遞增 11,17,29 - 
32 佛光大學 0.4173 1 0.4173 遞增 17,25,29 - 
33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0.5851 1 0.5851 遞增 11,17,29 - 

34 明道大學 0.9926 1 0.9926 遞增 10,17,25,29 - 

35 亞洲大學 0.7831 0.8388 0.9336 遞增 17,29 - 

 平均數 0.8545 0.9303 0.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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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6 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各私立大學校院相對效率值—2005 學年度 

CCR 模式 BCC 模式 規模效率
DMU 學校名稱 

CRS VRS CRS/VRS
規模 
報酬 

參考集合 
被參考

次數

1 東海大學 0.8122 0.8260 0.9833 固定 11,14,17,18,29 - 
2 輔仁大學 0.8696 1 0.8696 遞減 9,11,14,17 - 
3 東吳大學 0.7582 0.7878 0.9624 遞減 9,11,17,18,30 - 

4 淡江大學 1 1 1 固定 - 12 
5 文化大學 0.9489 1 0.9489 遞減 9,11,18,29,30 - 
6 靜宜大學 0.8174 0.8287 0.9863 固定 4,14,17,21,29 - 

7 華梵大學 0.7097 0.9644 0.7359 遞增 4,14,17,18,25,
29 - 

8 銘傳大學 0.7545 0.8668 0.8705 遞減 4,17,29,30 - 
9 世新大學 1 1 1 固定 - 4 

10 實踐大學 1 1 1 固定 - - 
11 真理大學 1 1 1 固定 - 4 

12 南華大學 0.7102 0.8316 0.8539 遞增 4,17,29,30 - 
13 長榮大學 0.8495 0.8584 0.9895 固定 4,17,18,29,30 - 
14 中原大學 1 1 1 固定 - 7 
15 逢甲大學 0.9949 1 0.9949 遞減 9,17,18,25 - 
16 大同大學 0.8648 0.9615 0.8994 遞增 14,17,23,25,29 - 
17 元智大學 1 1 1 固定 - 20 

18 中華大學 1 1 1 固定 - 6 
19 大葉大學 0.9926 1 0.9926 遞減 4,17,25,29 - 
20 義守大學 0.9327 0.9755 0.9561 遞減 17,25,29 - 
21 高雄醫學大學 1 1 1 固定 - 5 
22 中國醫藥大學 0.7712 0.8239 0.9360 遞增 17,21,23 - 
23 台北醫學大學 1 1 1 固定 - 4 

24 中山醫學大學 0.8643 0.8755 0.9872 遞增 14,17,21 - 
25 長庚大學 1 1 1 固定 - 9 
26 慈濟大學 0.6441 0.8541 0.7541 遞增 4,17,21,23,25 - 
27 玄奘大學 0.7949 0.8956 0.8876 遞增 4,17,29 - 
28 開南大學 0.5510 0.6529 0.8440 遞增 4,25,29 - 

29 致遠管理學院 1 1 1 固定 - 15 
30 立德管理學院 1 1 1 固定 - 6 
31 興國管理學院 1 1 1 固定 - - 
32 佛光大學 0.4419 1 0.4419 遞增 4,17,25,30 - 
33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0.8020 1 0.8020 遞增 14,17,29 - 
34 明道大學 0.9303 1 0.9303 遞增 4,17,21,23,29 - 

35 亞洲大學 0.8016 0.8724 0.9187 遞增 4,17,25,29 - 

 平均數 0.8747 0.9393 0.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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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參考集合分析 

由於真正具有效率的學校會成為其他學校的參考對象，若一個決策單位

出現在其他決策單位的參考集合中的次數愈多，隱含此決策單位相對有效率

的穩健度愈強。因為針對整體效率值為 1 之相對有效率單位，CCR 模式無法

區分其效率表現之強度，故本研究另依照 Michael 與 Barry（1991）之建議，

將相對有效率之學校其被參考次數的多寡，進一步區分其相對表現，茲將分

析結果呈現如表 5-27 所示。 

 
表 5-27 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效率分類表 

2004 學年度 2005 學年度 
效率類別 

DMU(學校) 個數 % DMU(學校) 個數 % 

強勢效率單位 4,10,11,14,17,21,23,
25,29 

9 25.71
4,9,11,14,17,18,21,2
3,25,29,30 

11 31.43

邊緣效率單位 - 0  0.00 10,31 2  5.71

邊緣非效率單位 5,7,9,15,18,19,20,34 8 22.86 5,15,19,20,34 5 14.29

明顯非效率單位 
1,2,3,6,8,12,13,16,22
,24,26,27,28,30,31, 
32,33,35 

18 51.43
1,2,3,6,7,8,12,13,16
,22,24,26,27,28,32,
33,35 

17 48.57

註：DMU(學校)名稱：1.東海大學；2.輔仁大學；3.東吳大學；4.淡江大學；5.文化大學；6.靜宜大學；

7.華梵大學；8.銘傳大學；9.世新大學；10.實踐大學；11.真理大學；12.南華大學；13.長榮大學；

14.中原大學；15.逢甲大學；16.大同大學；17.元智大學；18.中華大學；19.大葉大學；20.義守大

學；21.高雄醫學大學；22.中國醫藥大學；23.台北醫學大學；24.中山醫學大學；25.長庚大學；

26.慈濟大學；27.玄奘大學；28.開南大學；29.致遠管理學院；30.立德管理學院；31.興國管理學

院；32.佛光大學；33.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34.明道管理學院；35.亞洲大學 

 

由上可知，在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之 35 所私立大學校

院中，可依其強度標準將各校分為強勢效率單位、邊緣效率單位、邊緣非效

率單位，與明顯非效率單位四種類型。 

（一）強勢效率單位：就兩學年度分析結果觀之，以淡江、真理、中原、元

智、高醫、北醫、長庚、致遠等校被參考次數最多，績效最好。 

（二）邊緣效率單位：在 2005 學年度包括實踐大學與興國管理學院，前者在

2004 學年度屬強勢效率單位，2005 學年度效率強度降低。 

（三）邊緣非效率單位：2004 學年度 8 所，2005 學年度 5 所，其中華梵降至

明顯非效率單位，世新與中華升至強勢效率單位。 

（四）明顯非效率單位：2004 學年度 18 所，2005 學年度 17 所，其中立德管

理學院由明顯非效率單位升至強勢效率單位。 



第五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201

貳、教育部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一、投入與產出指標之決定 

（一）投入產出項目內容說明 

由教育部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審查指標觀之，其投入

項目主要重點為制度面、教師面、學習與輔導面；產出項目則聚焦於學校在

研究、國際化與產學合作之成果，故本計畫之投入與產出項亦由前述構面選

取。本計畫針對實際可蒐集到量化數據者進行選取後，初步考量以專任教師

人數、專任教師具博士學位人數、職員數、教學研究訓輔經費，與校舍樓地

板面積等 5 個指標為投入項目；另以專任教師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件數、專

任教師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金額數、期刊論文總數、SCI 論文影響係數、國

際學生人數、畢業生人數，推廣教育收入與建教合作收入等 8 個指標作為產

出項目。 

 

（二）投入產出項目相關係數 

由於在 DEA 模式中，各投入項與產出項之間的關係必須呈現同向性，亦

即當投入數量增加時，產出數量亦需為同方向增加。且為避免樣本非為線性

關係，故首先分析 2005 及 2006 學年度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

畫投入項與產出項之間的相關性。其結果如表 5-28 與表 5-29 所示。 
 

表 5-28 教育部 5 年 500 億計畫 2005 學年度投入產出項目相關係數表 
投入項 

產出項 專任教師人數
專任教師具 
博士學位人數

職員人數 教學研究訓輔經費 校舍樓地板面積

國科會計畫件數 0.9172  0.9560  0.7335  0.9383  0.9006  

國科會計畫金額數 0.8775  0.9295  0.6890  0.9085  0.8507  

期刊數 0.8370  0.8572  0.5992  0.8455  0.8103  

SCI 論文影響係數 0.8426  0.8565  0.6217  0.8444  0.7834  

國際學生人數 0.7779  0.8143  0.7182  0.8071  0.6988  

畢業生人數 0.8469  0.8170  0.9232  0.8501  0.7593  

推廣教育收入 0.3785  0.3919  0.4323  0.4101  0.3183  

建教合作收入 0.8784  0.9266  0.6856  0.9136  0.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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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9 教育部 5 年 500 億計畫 2006 學年度投入產出項目相關係數表 
投入項 

產出項 專任教師人數
專任教師具 
博士學位人數

職員人數 教學研究訓輔經費 校舍樓地板面積

國科會計畫件數 0.9172  0.9486  0.6471  0.9631  0.9105  

國科會計畫金額數 0.8792  0.9208  0.6106  0.9337  0.8592  

期刊數 0.8480  0.8597  0.5473  0.9008  0.8308  

SCI 論文影響係數 0.8377  0.8583  0.5609  0.8891  0.8040  

國際學生人數 0.7974  0.8084  0.7572  0.8140  0.7644  

畢業生人數 0.8604  0.8513  0.8645  0.8014  0.7692  

推廣教育收入 0.5323  0.4978  0.6695  0.4671  0.3848  

建教合作收入 0.8837  0.9198  0.6222  0.9367  0.8610  

 

由表 5-28 與 5-29 可知，就本計畫之投入與產出指標而言，在執行過程中

發現推廣教育收入之相關係數相對較低，故擬將前述變項進行刪除。刪除後

共計專任教師人數、專任教師具博士學位人數、職員人數、教學研究訓輔經

費，與校舍樓地板面積等 5 個投入項目；與專任教師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件

數、專任教師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金額數、期刊論文總數、SCI 論文影響係

數、國際學生人數、畢業生人數，與建教合作收入等 7 個產出項目。 

 

（三）投入產出項目敘述統計 

根據前述選取之投入與產出變項，以敘述統計分析其基本資料，結果如

表 5-30 所示。就 2005 及 2006 兩學年度樣本資料觀之，無論在投入項之人力、

經費或空間，抑或產出項之研究、國際化或產學合作成果，最大值與最小值

均有很大差異。 
 

表 5-30 教育部 5 年 500 億計畫投入與產出項目敘述統計量 
變數名稱 學年度 DMU 數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數 標準差 

投入項 
2005 24 1,827 169 558  332 

專任教師人數 
2006 29 1,877 171 535  328 
2005 24 1,595 137 434  296 

教師具博士學位數 
2006 29 1,660 156 428  291 
2005 24 767 67 208  159 

職員人數 
2006 29 759 62 214  155 
2005 24 5,420,161,011 323,212,977 1,480,147,629  1,016,760,325 

教學研究訓輔經費 
2006 29 5,654,775,943 462,897,921 1,478,518,901  1,018,352,642 
2005 24 925,247 88,676 309,518  204,739 

校舍樓地板面積 
2006 29 959,036 88,676 302,557  191,997 

產出項 
2005 24 1,873 41 390  379 

國科會計畫件數 
2006 29 1,936 68 353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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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0 教育部 5 年 500 億計畫投入與產出項目敘述統計量（續） 
變數名稱 學年度 DMU 數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數 標準差 

2005 24 2,485,780,000 19,463,000 410,171,685  517,718,026 
國科會計畫金額數 

2006 29 2,705,130,000 44,860,000 387,502,069  528,847,893 
2005 24 4,866 16 981  1,071 

期刊數 
2006 29 5,042 44 894  1,075 
2005 24 13,084 8 2,325  2,814 SCI 論文影響係數 
2006 29 4,648 17 664  947 
2005 24 349 1 64  86 

國際學生人數 
2006 29 381 2 74  102 
2005 24 7,494 835 2,881  1,633 

畢業生人數 
2006 29 7,765 836 2,822  1,612 
2005 24 4,421,491,847 26,201,000 767,856,793  917,358,514 

建教合作收入 
2006 29 4,802,682,767 69,266,844 719,215,775  936,163,778 

 

二、效率分析 

2005 學年度 24 所公私立大學與 2006 學年度 29 所公私立大學之整體效

率值、技術效率值，與規模效率值，如表 5-31 與 5-32 所示。 
 

（一）整體效率分析 

根據表 5-31 與 5-32 可知，分別以 2005 與 2006 學年度而言，各申請學校

中各有 17 所與 19 所大學（分別占全部學校的 71%與 66%）效率值為 1，表

示這些學校在整體投入與產出資源運作上是相對有效率的，其餘效率值＜1

的大學則表示其在資源運用上有某些方面是無效率的，所以可進一步探討無

效率之原因究竟為純粹技術效率抑或規模效率所造成。 
 

（二）純技術效率分析 

根據表 5-31 與 5-32 可知，分別以 2005 與 2006 學年度而言，各申請學校

中各有 20 所與 24 所大學（各占全部學校的 83%）效率值為 1。此現象也顯

示申請本計畫之多數學校，在純技術效率上其資源運作是具有效率的。 

 

（三）規模效率分析 

根據表 5-31 與 5-32 可知，分別以 2005 與 2006 學年度而言，各申請學校

中各有 17 所與 19 所大學（分別占全部學校的 71%與 66%）效率值為 1，表

示其具有規模效率，其餘學校則不具規模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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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 教育部 5 年 500 億計畫各大學相對效率值—2005 學年度 

CCR 模式 BCC 模式 規模效率
DMU 學校名稱 

補助 
有/無 CRS VRS CRS/VRS

規模 
報酬 

參考集合 
被參考

次數

1 國立台灣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1 

2 國立成功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0 

3 國立清華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2 

4 國立交通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4 

5 國立中央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1 

6 國立中山大學 有 0.9911 1 0.9911 遞增 4,11,12,19 - 

7 國立陽明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0 

8 國立中興大學 有 0.8711 0.9170 0.9499 固定 3,4,11,12,16,23 - 

9 國立政治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1 

10 長庚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0 

11 元智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5 

12 國立中正大學 無 1 1 1 固定 - 2 

13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無 0.9095 0.9138 0.9953 固定 1,9,21 - 

14 國立海洋大學 無 0.9733 1 0.9733 遞增 4,11,16,19 - 

15 中原大學 無 1 1 1 固定 - 0 

16 台北醫學大學 無 1 1 1 固定 - 4 

17 高雄醫學大學 無 1 1 1 固定 - 1 

18 中國醫藥大學 無 0.9715 0.9998 0.9716 固定 4,16,19 - 

19 東海大學 無 0.9023 0.9353 0.9647 固定 - 3 

20 逢甲大學 無 1 1 1 固定 5,11,23 - 

21 國立高雄大學 無 0.7875 1 0.7875 遞增 - 1 

22 中山醫學大學 無 1 1 1 固定 - 0 

23 輔仁大學 無 1 1 1 固定 - 2 

24 南華大學 無 1 1 1 固定 3,11,16,17 - 

 平均數  0.9752 0.9902 0.9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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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 教育部 5 年 500 億計畫各大學相對效率值—2006 學年度 

CCR 模式 BCC 模式 規模效率
DMU 學校名稱 

補助 
有/無 CRS VRS CRS/VRS

規模 
報酬 

參考集合 
被參考

次數 

1 國立台灣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0 

2 國立成功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0 

3 國立清華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3 

4 國立交通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8 

5 國立中央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1 

6 國立中山大學 有 0.9912 0.9980 0.9932 遞增 4,11,26 - 

7 國立陽明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0 

8 國立中興大學 有 0.9472 1 0.9472 遞減 3,4,25,26 - 

9 國立政治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2 

10 長庚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0 

11 元智大學 無 1 1 1 固定 - 5 

12 國立中正大學 無 1 1 1 固定 - 2 

13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無 0.7723 0.7732 0.9989 固定 3,4,9,14,29 - 

14 國立海洋大學 無 1 1 1 固定 - 2 

15 中原大學 無 1 1 1 固定 - 2 

16 台北醫學大學 無 1 1 1 固定 - 0 

17 高雄醫學大學 無 1 1 1 固定 - 0 

18 中國醫藥大學 無 1 1 1 固定 - 0 

19 東海大學 無 0.9293 0.9364 0.9924 遞增 11,29 - 

20 逢甲大學 無 1 1 1 固定 - 0 

21 國立高雄大學 無 0.9350 1 0.9350 遞增 4,11,12,15,26 - 

22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無 0.9309 0.9870 0.9431 遞增 4,26 - 

23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無 0.7741 0.8509 0.9097 遞增 4,11,26 - 

24 國立嘉義大學 無 0.9174 1 0.9174 遞減 4,5,12,26 - 

25 國立東華大學 無 1 1 1 固定 - 1 

26 國立台北大學 無 1 1 1 固定 - 8 

27 國立台南大學 無 0.8283 1 0.8283 遞增 3,14,15,26 - 

28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無 0.7494 1 0.7494 遞增 4,9,11,26 - 

29 淡江大學 無 1 1 1 固定 - 2 

 平均數  0.9577 0.9843 0.9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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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參考集合分析 

本研究依照 Michael 與 Barry（1991）之建議，將相對有效率之學校其被

參考次數的多寡，進一步區分其相對表現，茲將分析結果呈現如表 5-33 所示： 

 
表 5-33 教育部 5 年 500 億計畫效率分類表 

2005 學年度 2006 學年度 
效率類別 

DMU(學校) 個數 % DMU(學校) 個數 % 

強勢效率單位 1,3,4,5,9,11,12,16,17
,19,21,31 

12 50.00
3,4,5,9,11,12,14,15,
25,26,29 

11 37.93

邊緣效率單位 2,7,10,15,30 5 20.83 1,2,7,10,16,17,18,20  8 27.59

邊緣非效率單位 6,13,14,18,20 5 20.83 6,8,19,21,22,24  6 20.69

明顯非效率單位 8,32 2  8.34 13,23,27,28  4 13.79
註：DMU(學校)名稱：1.國立台灣大學；2.國立成功大學；3.國立清華大學；4.國立交通大學；5.國立

中央大學；6.國立中山大學；7.國立陽明大學；8.國立中興大學；9.國立政治大學；10.長庚大學；

11.元智大學；12.國立中正大學；13.國立台灣師範大學；14.國立海洋大學；15.中原大學；16.台
北醫學大學；17.高雄醫學大學；18.中國醫藥大學；19.東海大學；20.逢甲大學；21.國立高雄大學；

22.國立彰化師範大學；23.國立高雄師範大學；24.國立嘉義大學；25.國立東華大學；26.國立台北

大學；27.國立台南大學；28.國立暨南國際大學；29.淡江大學；30.中山醫學大學；31.輔仁大學；

32.南華大學 

 

由上可知，在申請教育部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之各大

學校院中，可依其整體效率值之強度標準將各校分為強勢效率單位、邊緣效

率單位、邊緣非效率單位，與明顯非效率單位四種類型。 

（一）強勢效率單位：就兩學年度分析結果觀之，以清華、交通、中央、政

治、元智、中正等校被參考次數最多，績效最好。 

（二）邊緣效率單位：2005 學年度 5 所，2006 學年度 8 所，其中中原大學在

2005 學年度屬邊緣效率單位，2006 學年度效率強度提升。 

（三）邊緣非效率單位：2005 學年度 5 所，2006 學年度 6 所，其中僅中山大

學兩學年度同屬邊緣非效率單位。 

（四）明顯非效率單位：2005 學年度 2 所，2006 學年度 4 所，其中中興大學

由明顯非效率單位升至邊緣非效率單位。 



第五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207

參、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一、投入與產出指標之決定 

（一）投入產出項目內容說明 

由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審查指標觀之，本計畫之審核重點為師

資結構、學生學習成果、課程規劃、教學品質管控，與教學資源充實等構面，

亦即係以各校教學與服務之表現為主要判斷標準，與研究較少關連。本計畫

再針對實際可蒐集到量化數據者進行選取後，初步考量以專任教師人數、專

任教師具博士學位人數、職員數、教學研究訓輔經費，與校舍樓地板面積等 5

個指標為投入項目；另以專任教師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件數、專任教師國科

會學術研究計畫金額數、畢業生人數，推廣教育收入，與建教合作收入等 5

個指標作為產出項目。 

 

（二）投入產出項目相關係數 

運用積差相關分析 2005 及 2006 學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投入項與

產出項之間的相關性。其結果如表 5-34 與表 5-35 所示。 

 

表 5-34 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2005 學年度投入產出項目相關係數表 
投入項 

產出項 專任教師人數
專任教師具 
博士學位人數

職員人數 教學研究 
訓輔經費 

校舍樓地板面積

國科會計畫件數 0.6844  0.7942  0.4213  0.7025  0.6232  

國科會計畫金額數 0.5712  0.7016  0.2695  0.6192  0.5855  

畢業生人數 0.8734  0.7966  0.8793  0.7954  0.4407  

推廣教育收入 0.5041  0.4293  0.3359  0.5315  0.2098  

建教合作收入 0.6057  0.7078  0.3585  0.6976  0.5072  

 

表 5-35  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2006 學年度投入產出項目相關係數表 
投入項 

產出項 專任教師人數
專任教師具 
博士學位人數

職員人數 教學研究 
訓輔經費 

校舍樓地板面積

國科會計畫件數 0.6396  0.7617  0.3403  0.6526  0.7560  

國科會計畫金額數 0.5519  0.6703  0.2335  0.5632  0.6732  

畢業生人數 0.8698  0.8038  0.8957  0.8012  0.5779  

推廣教育收入 0.6103  0.5401  0.6723  0.6286  0.3161  

建教合作收入 0.6015  0.7006  0.3068  0.6664  0.6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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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5-34 與 5-35 可知，就本計畫之投入與產出指標而言，在執行過程中

發現職員人數與推廣教育收入之相關係數相對較低，故擬將前述 2 個變項進

行刪除。刪除後共計專任教師人數、專任教師具博士學位人數、教學研究訓

輔經費，與校舍樓地板面積等 4 個投入項目；與專任教師國科會學術研究計

畫件數、專任教師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金額數、畢業生人數，與建教合作收

入等 4 個產出項目。 

 

（三）投入產出項目敘述統計 

根據前述選取之投入與產出變項，以敘述統計分析其基本資料，結果如

表 5-36 所示。就兩學年度樣本資料觀之，無論在投入項之人力、經費或空間，

抑或產出項之研究、教學或服務成果上，最大值與最小值均有很大差異。 
 

表 5-36  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投入與產出項目敘述統計量 
變項名稱 學年度 DMU 數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數 標準差 

投入項 
2005 40 760 132 362  170 

專任教師人數 
2006 40 791 139 376  174 
2005 40 594 78 252  124 

教師具博士學位數 
2006 40 603 102 268  126 
2005 40 2,027,170,805 215,658,903 835,553,856  432,481,142 

教學研究訓輔經費 
2006 40 2,058,997,462 277,002,632 882,181,140  437,329,859 
2005 40 438,015 45,054 175,172  90,381 

校舍樓地板面積 
2006 40 438,015 45,054 176,672  93,392 

產出項 
2005 40 379 20 127  89 

國科會計畫件數 
2006 40 386 18 122  86 
2005 40 340,410,000 4,888,000 85,943,435  79,645,968 

國科會計畫金額數 
2006 40 379,190,000 7,710,000 91,591,250  86,171,356 
2005 40 6,915 793 2,429  1,518 

畢業生人數 
2006 40 6,391 819 2,535  1,432 
2005 40 825,266,584 9,742,960 163,864,502  161,122,663 

建教合作收入 
2006 40 923,860,920 13,516,936 178,697,862  176,85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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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率分析 

（一）整體效率分析 

根據表 5-37 與 5-38 可知，分別以 2005 與 2006 學年度而言，各申請學校

中各有 13 所與 12 所大學（分別占全部學校的 33%與 30%）效率值為 1，表

示這些學校在整體投入與產出資源運作上是相對有效率的，其餘效率值＜1

的大學則表示其在資源運用上有某些方面是無效率的，所以可進一步探討無

效率之原因究竟為純粹技術效率抑或規模效率所造成。 
 

（二）純技術效率分析 

根據表 5-37 與 5-38 可知，分別以 2005 與 2006 學年度而言，各申請學校

中各有 22 所大學（各占全部學校的 55%）效率值為 1，表示其純技術效率上

之資源運作之有效率的，其餘學校則不具技術效率。 

 
（三）規模效率分析 

根據表 5-37 與 5-38 可知，分別以 2005 與 2006 學年度而言，各申請學校

中各有 13 所與 12 所大學（分別占全部學校的 33%與 30%）效率值為 1，表

示其具有規模效率，其餘學校則不具規模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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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7 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各大學相對效率值—2005 學年度 

CCR 模式 BCC 模式 規模效率
DMU 學校名稱 補助 

有/無 CRS VRS CRS/VRS
規模

報酬 參考集合 
被參考

次數

1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有 0.9934 1 0.9934 遞減 2,20 - 
2 國立台灣海洋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7 
3 國立中正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11 
4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有 0.6815 0.7659 0.8898 遞增 3,31 - 
5 國立高雄大學 有 0.7512 1 0.7512 遞增 3,13,31,34 - 
6 國立東華大學 有 0.8741 0.9942 0.8791 遞增 3,23 - 
7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有 0.7157 0.9127 0.7841 遞增 2,3 - 
8 國立聯合大學 有 0.8512 0.9629 0.8839 遞增 17,20,31 - 
9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有 0.7364 1 0.7364 遞增 2,13,16,18,20 - 

10 東海大學 有 0.8374 0.8379 0.9994 固定 13,17,20,23,31,38 - 
11 輔仁大學 有 0.9256 1 0.9256 遞減 16,17,31,38 - 
12 東吳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0 
13 淡江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15 
14 靜宜大學 有 0.8601 0.8787 0.9788 遞增 3,13,31,38 - 
15 華梵大學 有 0.8376 1 0.8376 遞增 2,13,17,20 - 
16 世新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4 
17 中原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9 
18 逢甲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4 
19 中國醫藥大學 有 0.8577 0.8785 0.9762 遞增 2,13,17,20,23 - 
20 台北醫學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10 
21 玄奘大學 有 0.8494 1 0.8494 遞增 13,38 - 
22 亞洲大學 有 0.8262 0.9894 0.8350 遞增 3,13,23,31 - 
23 高雄醫學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7 
24 國立嘉義大學 有 0.7617 0.7627 0.9986 固定 2,17,18,20,31 - 
25 國立台南大學 有 0.6060 0.7863 0.7707 遞增 3,17,31 - 
26 大葉大學 有 0.9745 1 0.9745 遞增 3,13,20,23,31 - 
27 銘傳大學 有 0.8800 0.8879 0.9911 固定 13,16,38 - 
28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無 0.7342 0.7619 0.9636 遞增 2,3,13,23 - 
29 義守大學 無 0.8821 0.8872 0.9943 遞增 3,13,23,31 - 
30 大同大學 無 0.8726 1 0.8726 遞增 17,18,20,32 - 
31 中華大學 無 1 1 1 固定 - 15 
32 真理大學 無 1 1 1 固定 - 3 
33 開南大學 無 0.5931 0.8238 0.7199 遞增 13,38 - 
34 明道大學 無 1 1 1 固定 - 1 
35 國立台北大學 無 0.8050 0.8232 0.9779 遞增 31,32 - 
36 國立宜蘭大學 無 0.6930 0.8349 0.8300 遞增 17,18,20,32 - 
37 文化大學 無 0.9670 1 0.9670 遞減 16,31,38 - 
38 實踐大學 無 1 1 1 固定 - 8 
39 南華大學 無 0.6485 0.8682 0.7469 遞增 3,13,31 - 
40 長榮大學 無 0.8770 0.9060 0.9679 遞增 13,31,38 - 

 平均數  0.8723 0.9390 0.9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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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8 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各大學相對效率值—2006 學年度 

CCR 模式 BCC 模式 規模效率
DMU 學校名稱 

補助 
有/無 CRS VRS CRS/VRS

規模 
報酬 

參考集合 
被參考

次數 
1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 
2 國立台灣海洋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4 
3 國立中正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15 
4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有 0.6692 0.7370 0.9080 遞增 3,31 - 
5 國立高雄大學 有 0.9026 1 0.9026 遞增 3,31 - 
6 國立東華大學 有 0.7916 0.8743 0.9054 遞增 3,17,23,31 - 
7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有 0.7728 0.9025 0.8562 遞增 2,3,23 - 
8 國立聯合大學 有 0.8352 0.9196 0.9082 遞增 17,20,23,31 - 
9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有 0.7590 1 0.7590 遞增 2,13,16,18,20 - 

10 東海大學 有 0.8502 0.8803 0.9658 固定 3,13,31,38 - 
11 輔仁大學 有 0.8877 1 0.8877 遞減 12,31,38 - 
12 東吳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6 
13 淡江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12 
14 靜宜大學 有 0.9149 0.9297 0.9840 遞增 3,13,31,38 - 
15 華梵大學 有 0.9720 1 0.9720 遞增 12,23,31 - 
16 世新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2 
17 中原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5 
18 逢甲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5 
19 中國醫藥大學 有 0.7921 0.7975 0.9933 遞增 12,23,31 - 
20 台北醫學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2 
21 玄奘大學 有 0.9189 1 0.9189 遞增 13,31,38 - 
22 亞洲大學 有 0.8160 0.9272 0.8800 遞增 3,13,31,38 - 
23 高雄醫學大學 有 1 1 1 固定 - 7 
24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有 0.7176 0.7339 0.9778 遞增 3,17,18,38 - 
25 義守大學 有 0.8444 0.8446 0.9998 遞增 2,17,31 - 
36 大同大學 有 0.9159 1 0.9159 遞增 3,13,18,31,38 - 
27 國立嘉義大學 無 0.7685 0.7881 0.9752 固定 12,13,38 - 
28 國立台南大學 無 0.6771 0.7918 0.8551 遞增 2,3,17,23 - 
29 大葉大學 無 0.9355 0.9587 0.9757 遞增 3,13,31 - 
30 銘傳大學 無 0.9721 0.9963 0.9756 遞減 3,23,31 - 
31 中華大學 無 1 1 1 固定 - 18 
32 真理大學 無 0.9705 0.9826 0.9876 遞增 31,38 - 
33 開南大學 無 0.9580 1 0.9580 遞增 12,13,38 - 
34 明道大學 無 0.8427 1 0.8427 遞增 3,13,38 - 
35 國立台北大學 無 0.7578 0.7814 0.9697 遞增 3,31 - 
36 國立宜蘭大學 無 0.7589 0.9469 0.8015 遞增 18,31 - 
37 文化大學 無 0.9730 1 0.9730 遞減 12,16,38 - 
38 實踐大學 無 1 1 1 固定 - 14 
39 南華大學 無 0.9034 1 0.9034 遞增 13,38 - 
40 長榮大學 無 0.8836 0.9358 0.9441 遞增 3,13,18,38 - 

 平均數  0.8940 0.9432 0.9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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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參考集合分析 

本研究依照 Michael 與 Barry（1991）之建議，將相對有效率之學校其被

參考次數的多寡，進一步區分其相對表現，茲將分析結果呈現如表 5-39 所示： 

 
表 5-39 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效率分類表 

2005 學年度 2006 學年度 
效率類別 

DMU(學校) 個數 % DMU(學校) 個數 % 

強勢效率單位 2,3,13,16,17,18,20,23
,31,32,34,38 

12 30.00
2,3,12,13,16,17,18,
20,23,31,38 

11 27.50

邊緣效率單位 12  1  2.50 1,  1  2.50

邊緣非效率單位 1,11,26,37 
 4 10.00

5,14,15,21,26,27, 
30,32,33,37,39 

11 27.50

明顯非效率單位 
4,5,6,7,8,9,10,14,15,1
9,21,22,24,25,27,28,2
9,30,33,35,36,39,40 

23 57.50
4,6,7,8,9,10,11,19,
22,24,25,28,29,34,
35,36,40 

17 42.50

註：DMU(學校)名稱：. 1.國立台灣師範大學；2.國立海洋大學；3.國立中正大學；4.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5.國立高雄大學；6.國立東華大學；7.國立暨南國際大學；8.國立聯合大學；9.國立新竹教育大學；10.
東海大學；11.輔仁大學；12.東吳大學；13.淡江大學；14.靜宜大學；15.華梵大學；16.世新大學；17.
中原大學；18.逢甲大學；19.中國醫藥大學；20.台北醫學大學；21.玄奘大學；22.亞洲大學；23.高雄

醫學大學；24.國立嘉義大學；25.國立台南大學；26.大葉大學；27.銘傳大學；28.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29.義守大學；30.大同大學；31.中華大學；32.真理大學；33.開南大學；34.明道大學；35.國立台北大

學；36.國立宜蘭大學；37.文化大學；38.實踐大學；39.南華大學；40.長榮大學 
 

由上可知，在申請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各大學校院中，可依

其整體效率值之強度標準將各校分為強勢效率單位、邊緣效率單位、邊緣非

效率單位，與明顯非效率單位四種類型。 

（一）強勢效率單位：就兩學年度分析結果觀之，以海洋、中正、淡江、世

新、中原、逢甲、中華、實踐等校被參考次數最多，績效最好。 

（二）邊緣效率單位：2005 學年度及 2006 學年度各 1 所，其中東吳大學在

2005 學年度屬邊緣效率單位，2006 學年度效率強度提升至強勢效率單

位。 

（三）邊緣非效率單位：2005 學年度 4 所，2006 學年度 11 所，其中大葉及

文化大學兩學年度同屬邊緣非效率單位。 

（四）明顯非效率單位：2005 學年度 23 所，2006 學年度 17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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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大學經營績效與政府競爭經費 
關連性之分析 

 

本節運用第二節所求得各公私立大學之經營績效相對效率值，進一步

探討大學經營績效與政府競爭經費之關連性，藉此瞭解目前我國教育部競

爭經費之分配是否合宜。茲就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發

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與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分析結

果分別說明之。 
 

壹、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為瞭解效率值與獎助款之間的相關性，本研究擬採取 Spearman 相關

係數作為分析工具。茲就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分配

額度，以及大學經營績效與政府競爭經費關連性之分析結果說明於下。 

 
一、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分配額度 

2006 年度與 2007 年度教育部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各校

獲得之獎補助款總額如表 5-37 所示。所以選擇 2006 年度與 2007 年度之原

因，係因自 2008 年度開始，本計畫之獎助與補助指標有所調整，故基於

比較性與完整性，決定選擇獎補助指標相同之最近兩年度資料進行比較。

此外，2006 年度獎補助款所對應之投入與產出項目數據資料為 2004 學年

度，2007 年度所對應之投入與產出項目數據資料為 2005 學年度，此係配

合教育部作業規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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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0  2006-2007 年度我國私立大學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額度  單位：元 

DMU 
      作業年度

校名 2006 年度 2007 年度 

1 東海大學 136,279,528 138,585,483 
2 輔仁大學 132,737,874 137,553,347 
3 東吳大學 119,349,492 122,692,983 
4 淡江大學 152,989,510 150,362,901 
5 中國文化大學 114,614,314 119,442,829 
6 靜宜大學 109,597,334 111,606,002 
7 華梵大學 85,596,564 85,090,111 
8 銘傳大學 98,667,011 98,836,298 
9 世新大學 90,031,724 89,025,565 

10 實踐大學 65,847,812 67,038,806 
11 真理大學 54,283,161 51,235,524 
12 中原大學 125,895,866 127,569,051 
13 逢甲大學 141,636,576 137,965,063 
14 大同大學 98,303,935 93,599,285 
15 元智大學 118,992,177 119,683,389 
16 中華大學 87,933,409 82,709,793 
17 大葉大學 103,015,038 97,118,140 
18 義守大學 115,074,890 113,822,166 
19 高雄醫學大學 131,404,976 136,516,048 
20 中國醫藥大學 129,477,547 131,613,205 
21 台北醫學大學 138,326,197 134,115,137 
22 中山醫學大學 89,481,322 87,077,087 
23 長庚大學 151,419,571 152,492,082 
24 慈濟大學 109,207,796 114,595,821 
25 長榮大學 72,417,936 65,630,893 
26 玄奘大學 79,741,247 74,016,284 
27 南華大學 76,311,466 74,330,668 
28 開南大學 55,172,145 55,314,106 
29 立德管理學院 40,849,541 38,612,595 
30 致遠管理學院 15,044,434 42,437,887 
31 興國管理學院 38,414,531 30,513,079 
32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73,715,028 74,339,122 
33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30,283,545 26,751,688 

34 明道管理學院 58,008,794 56,547,077 
35 亞洲大學 73,620,709 74,903,485 
 合計 3,313,743,000 3,313,743,000  

資料來源：教育部（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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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經營績效與政府競爭經費關連性之分析 

本節利用上一節所得之各校相對效率值，進一步與教育部獎助金額作

相關係數分析，以瞭解目前我國教育部所分配金額與方式之合理性。本研

究擬運用 Spearman 相關係數作為分析工具，係因 Spearman 相關係數為無

母數的統計分配，不需假設母體為常態分配，且能處理等級型態之資料。

兩年度實證分析結果如表 5-41 及 5-42 所示。 
 

表 5-41 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計畫經營績效與經費額度之相關性—2006 年 
整體 固定規模報酬 遞增規模報酬 遞減規模報酬 
N=35 N=11 N=15 N=9 

    假設 
 

項目 補助款 績效 補助款 績效 補助款 績效 補助款 績效 

平均數 94678371 0.91987 102694243 0.99356 76518767 0.85070 115147202 0.94510

標準差 35983763 0.12468 44835467 0.02060 28509812 0.15932 19744040 0.06292

中位數 98303935 0.94683 118992177 1.00000 76311466 0.91746 115074890 0.94683

最小值 15044434 0.41734 15044434 0.93149 30283545 0.41734 87933409 0.79255

最大值 152989510 1.00000 152989510 1.00000 129477547 0.99716 141636576 0.99615

相關係數 0.2813 0.2157 0.2714 -0.1666 

P 值 0.1015 0.5240 0.3278 0.6682 

判定 二者間無相關性 二者間無相關性 二者間無相關性 二者間無相關性 

 
 

表 5-42 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計畫經營績效與經費額度之相關性—2007 年 
整體 固定規模報酬 遞增規模報酬 遞減規模報酬 
N=35 N=11 N=15 N=9 

    假設 
 

項目 補助款 績效 補助款 績效 補助款 績效 補助款 績效 

平均數 94678371 0.92989 96133390 0.99746 79014828 0.83262 118204404 0.94219

標準差 35975859 0.11288 42658491 0.00558 27354348 0.14420 16459568 0.05226

中位數 93599285 0.98639 100315784 1.00000 74621304 0.87081 119442829 0.95618

最小值 26751688 0.44194 30513079 0.98335 26751688 0.44194 97118140 0.86961

最大值 152492082 1.00000 152492082 1.00000 131613205 0.98723 137965063 0.99498

相關係數 0.1388 -0.1251 0.2307 0.0714 

P 值 0.4262 0.6443 0.4705 -0.8790 

判定 二者間無相關性 二者間無相關性 二者間無相關性 二者間無相關性 

 
 
 

 



我國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關連性之研究 

 216

貳、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茲就教育部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經費分配額度，以

及大學經營績效與政府競爭經費關連性之分析結果說明於下。 
 
一、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經費分配額度 

本計畫至目前為止僅辦理兩梯次，2005 年度與 2007 年度教育部發展

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各校獲得之獎助金額分別如表 5-43 所

示。此外，2005 年度獎助款所對應之投入與產出項目數據資料為 2005 學

年度；惟因 2007 學年度相關量化數據經電詢教育部會計處後，得知各校

財務資料需至 11 月底才能彙集，基於資料之整全性考量，故 2007 年度所

對應之投入與產出項目數據資料改採 2006 學年度。 
 

表 5-43 發展國際一流大學與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獲補助學校      單位：元 

學校名稱 2005 年(第一梯次) 2007 年(第二梯次) 

國立台灣大學 3,000,000,000 3,000,000,000 

國立成功大學 1,700,000,000 1,700,000,000 

國立清華大學 1,000,000,000 1,200,000,000 

國立交通大學 800,000,000 900,000,000 

國立中央大學 600,000,000 700,000,000 

國立中山大學 600,000,000 600,000,000 

國立陽明大學 500,000,000 500,000,000 

國立中興大學 400,000,000 450,000,000 

國立政治大學 300,000,000 200,000,000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300,000,000 200,000,000 

長庚大學 300,000,000 200,000,000 

元智大學 300,000,000 - 

總    計 9,800,000,000 9,650,000,000 

資料來源：教育部（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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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經營績效與政府競爭經費關連性之分析 

2005 年度與 2007 年度實證分析結果分別如表 5-44 及 5-45 所示。 
 

表 5-44 發展國際一流大學計畫大學經營績效與經費額度之相關性—2005 年 
整體 固定規模報酬 遞增規模報酬 遞減規模報酬 
N=11 N=10 N=1 - 

    假設 
 

項目 補助款 績效 補助款 績效 補助款 績效 補助款 績效 

平均數 863636364 0.99465 890000000 0.99499 600000000 0.99120 - - 

標準差 820088687 0.01507 859521831 0.01584 - - - - 

中位數 600000000 1.00000 550000000 1.00000 600000000 0.99120 - - 

最小值 300000000 0.94991 300000000 0.94991 600000000 0.99120 - - 

最大值 3000000000 1.00000 3000000000 1.00000 600000000 0.99120 - - 

相關係數 0.1295 0.1762 - - 

P 值 0.7041 0.6263 - - 

判定 二者間無相關性 二者間無相關性 - - 

 
 

表 5-45 發展國際一流大學計畫大學經營績效與經費額度之相關性—2007 年 
整體 固定規模報酬 遞增規模報酬 遞減規模報酬 
N=11 N=10 N=1 - 

    假設 
 

項目 補助款 績效 補助款 績效 補助款 績效 補助款 績效 

平均數 945000000 0.99405 1050000000 1.00000 600000000 0.99327 450000000 0.94724

標準差 855845910 0.01658 936559052 0.00000 - - - -

中位數 650000000 1.00000 800000000 1.00000 600000000 0.99327 450000000 0.94724

最小值 200000000 0.94724 200000000 1.00000 600000000 0.99327 450000000 0.94724

最大值 3000000000 1.00000 3000000000 1.00000 600000000 0.99327 450000000 0.94724

相關係數 0.2776 - - - 

P 值 0.4373 - - - 

判定 二者間無相關性 - - - 

 

 



我國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關連性之研究 

 218

參、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茲就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經費分配額度，以及大學經營績效

與政府競爭經費關連性之分析結果說明於下。 

 
一、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經費分配額度 

2006 年度與 2007 年度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各校獲得之獎

補助款總額如表 5-46 所示。所以選擇 2006 年度與 2007 年度之原因，係因

自 2005 年度為首次舉辦，教育部獎助經費總額僅有 10 億元，且核定獲獎

助學校亦僅有 13 所。自 2006 年度起，教育部經費預算擴大為 50 億元，

核定校數亦為上年度校數兩倍以上。此外，2006 年度獎助款所對應之投入

與產出項目數據資料為 2005 學年度，2007 年度所對應之投入與產出項目

數據資料為 2006 學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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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6  2006-07 年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核定名單及經費一覽表  單位：元 

核定補助金額 
學校名稱 

2006 2007 

國立中正大學 58,000,000 58,000,000 

國立東華大學 84,000,000 63,000,000 

國立高雄大學 51,000,000 45,900,000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48,000,000 49,440,000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71,000,000 49,700,000 

國立嘉義大學 58,000,000 -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 44,100,000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 90,000,000 49,600,000 

國立臺南大學 38,000,000 -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80,000,000 56,000,000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82,000,000 48,800,000 

國立聯合大學 55,000,000 49,500,000 

大同大學 - 38,100,000 

大葉大學 55,000,000 - 

中原大學 106,000,000 86,100,000 

中國醫藥大學 78,000,000 80,340,000 

世新大學 103,000,000 81,370,000 

玄奘大學 58,000,000 40,600,000 

亞洲大學 55,000,000 56,650,000 

東吳大學 131,000,000 103,000,000 

東海大學 88,000,000 60,000,000 

高雄醫學大學 21,000,000* 59,100,000 

淡江大學 84,000,000 86,520,000 

逢甲大學 137,000,000 118,650,000 

華梵大學 55,000,000 49,500,000 

義守大學 - 56,300,000 

臺北醫學大學 64,000,000 65,920,000 

輔仁大學 104,000,000 89,610,000 

銘傳大學 75,000,000 - 

靜宜大學 58,000,000 59,740, ,000 

資料來源：整理自各期高教技職簡訊。 
註：1. *該校係 2005 年獲補助學校，因只通過初審未通過複審，僅核撥本年度辦理延續性計畫經費 

2.不包含藝術及體育類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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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經營績效與政府競爭經費關連性之分析 

茲將 2006 與 2007 年度實證分析結果呈現如表 5-47 及 5-48 所示： 
 

表 5-47 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大學經營績效與經費額度之相關性—2006 年 
整體 固定規模報酬 遞增規模報酬 遞減規模報酬 
N=27 N=12 N=13 N=2 

    假設 
 

項目 補助款 績效 補助款 績效 補助款 績效 補助款 績效 

平均數 73592593 0.92799 83916667 0.99910 61230769 0.85749 92000000 0.95955

標準差 26771482 0.09077 32592409 0.00253 15050769 0.08394 16970563 0.04788

中位數 71000000 0.97883 83000000 1.00000 55000000 0.84943 92000000 0.95955

最小值 21000000 0.73642 21000000 0.99116 38000000 0.73642 80000000 0.92570

最大值 137000000 1.00000 137000000 1.00000 90000000 0.97883 104000000 0.99341

相關係數 0.4449 0.2482 0.1255 -1.0000 

P 值   0.0201** 0.4365 0.6828 - 

判定 二者間具顯著相關性 二者間無相關性 二者間無相關性 - 

 
 

表 5-48 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大學經營績效與經費額度之相關性—2007 年 
整體 固定規模報酬 遞增規模報酬 遞減規模報酬 
N=27 N=12 N=13 N=2 

    假設 
 

項目 補助款 績效 補助款 績效 補助款 績效 補助款 績效 

平均數 63290000 0.95136 74860000 0.99690 52319286 0.92013 89610000 0.88773

標準差 20207119 0.06192 22095929 0.01029 10654151 0.06462 - - 

中位數 57325000 0.98096 65920000 1.00000 49550000 0.91212 89610000 0.88773

最小值 38100000 0.75906 48800000 0.96587 38100000 0.75906 89610000 0.88773

最大值 118650000 1.00000 118650000 1.00000 80340000 0.99985 89610000 0.88773

相關係數 0.4273 0.1000 0.0748 - 

P 值   0.0294** 0.7699 0.7994 - 

判定 二者間具顯著相關性 二者間無相關性 二者間無相關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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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討論 
 

為瞭解我國政府在大學競爭經費的分配上是否與大學績效評估結果

有關，本研究實證分析部分分別採取德懷術調查法、資料包絡分析法，與

Spearman 相關係數分析來建構指標、評估績效，與分析績效與經費之間的

關連性。 

首先，在我國大學績效指標之建構方面，係運用德懷術調查法，透過

專家意見建立共識後，發展出一套較適用於我國大學之績效指標，以有效

體現大學機構之績效表現。指標共分為教育資源、教師素質、行政支援、

教學成果、學術研究，與社會服務等六個構面，其下共包含 34 個指標細

項，茲將各指標項目與操作型定義呈現如表 5-46 所示。 

其次，在我國大學經營績效之評估方面，係根據前述建構指標進行篩

選，並蒐集相關量化數據後，運用資料包絡分析法以評估我國公私立大學

之經營績效。本研究以教育部三項競爭性獎勵計畫之申請學校為對象，分

別求得各計畫各申請學校相對效率值後具有以下發現：就教育部獎勵私立

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而言，在所有受獎助私立學校中，淡江大學、元智

大學與長庚大學為近三（2006-2008）年度教育部私校獎補助計畫中獲得最

高補助之三所學校，其整體效率、技術效率與規模效率之相對效率值皆為

1，符合社會期待。另真理大學與致遠管理學院等新設或獨立學院，其相

對效率值亦為 1，顯示其在學校整體投入與產出的資源運作上具有效率。

就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而言，在申請該計畫之所有學校

（包括未獲獎助者）中，除了少數一兩所學校外，幾乎所有學校之相對效

率值皆為 1 或將近 1，顯示有意角逐該計畫獎助款之學校，在學校整體投

入與產出的資源運作上多具有一定效率。就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而言，具有相對效率之學校範疇甚廣，不僅涵蓋公私立大學，亦囊括歷史

悠久與新設學校。 

最後，在我國大學經營績效與政府競爭經費關連性之分析方面，由教

育部三項獎勵計畫之實證結果可知，僅有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兩年度整

體效率值和政府經費分配之間具有顯著相關，其餘兩計畫皆無相關性。顯

示政府在競爭經費之分配上，並不一定依照學校辦學績效而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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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9 我國大學績效指標與操作型定義 
構面 指標項目 操作型定義 

1-1 平均每生校舍樓地板面積 學校校舍建築總面積/學校學生總人數 
1-2 平均每生圖書期刊經費支出 學校年度訂購圖書期刊經費/學校學生總人數 

1-3 平均每生儀器設備經費支出 學校年度增購儀器設備經費/學校學生總人數 

1-4 平均每生教學研究及訓輔經費支出 學校教學研究及訓輔經費/學校學生總人數 

1-5 平均每生單位成本 
(經常門支出－推廣教育支出－產學合作支出)/ 
(博士生＋碩士生＋大學日間部＋大學第二部＋
大學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 

1-6 加權生師比 

(3×博士生人數＋2×碩士生人數×大學日間部人
數＋大學第二部人數＋大學進修部＋2×碩士在
職專班)/(全校專任教師總人數＋專任專業技術
人員總人數＋0.25×兼任教師總人數)  

教
育
資
源 

1-7 平均每生獎助學金 
(民間捐贈獎助學金＋學校自付獎助學金)/ (博士
生＋碩士生＋大學日間部＋大學第二部＋大學
進修部＋碩士在職專班) 

2-1 專任教師具博士學位比 學校專任教師中具博士學位人數/全校專任教師
總人數 

2-2 專任教師比 (專任教師人數/全校教師總人數)×100% 

教
師
素
質 2-3 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比 (專任助理教授以上人數/全校專任教師總人數) ×

100% 

3-1每生行政支援人力比 學校學生總人數/學校專業人員、助教、職員、
技工、警衛等專任行政支援人力總人數 

行 
政 
支 
援 

3-2 每位專任教師行政支援人力比 學校專任教師總人數/學校專業人員、助教、職
員、技工、警衛等專任行政支援人力總人數 

4-1 學生退學率 學年度退學學生人數/學生總人數*100% 

4-2 學生畢業率 學年度畢業學生人數/學生入學總人數*100% 

4-3 畢業生就業(升學)率 學年度畢業生就業(升學)人數/該年度畢業生總
人數*100% 

4-4 畢業生參加國家考試及格率 學年度畢業生考取國家考試人數/該年度畢業生
總人數*100% 

4-5 學生參加證照考試及格率 在學生考取專業證照人數/學生總人數*100% 
4-6 學生參加語文檢定及格率 在學生通過語文檢定人數/學生總人數*100% 

教
學
成
果 

4-7 學生參加校外比賽得獎率 在學生參加國際、全國、中央、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主辦競賽之得獎人數/學生總人數*100%

5-1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國科會研究補
助金額 

學校專任教師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總金額/全校
專任教師總人數 

5-2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國科會研究補
助計畫件數 

學校專任教師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總件數/全校
專任教師總人數 

5-3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非國科會研究
補助金額 

學校專任教師非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總金額/全
校專任教師總人數 

5-4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非國科會研究
補助計畫件數 

學校專任教師非國科會學術研究計畫總件數/全
校專任教師總人數 

5-5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專利數 學校專任教師獲准專利數/全校專任教師總人數

5-6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出版專門著作數 學校專任教師出版專門著作數/全校專任教師總
人數 

5-7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於 SCI 及 SSCI 資
料庫之期刊論文數 

學校專任教師發表於 SCI、SSCI 及 AHCI 資料
庫之期刊論文總數/全校專任教師總人數 

學
術
研
究 

5-8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於 SCI資料庫期
刊論文被引用次數 

學校專任教師發表於 SCI 資料庫之期刊論文被
引用次數/全校專任教師總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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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9 我國大學績效指標與操作型定義（續） 
構面 指標項目 操作型定義 

5-9 教師擔任國內外學術期刊編審人數比率 專任教師擔任國內外學術期刊編輯人數/全校專
任教師總人數 

 
5-10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國內外研討會發表

論文數 
專任教師國內外研討會發表論文篇數/全校專任
教師總人數 

6-1 全校推廣教育總收入占學校總收入比率
學校推廣教育收入/(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收
入＋產學合作收入＋其他教學活動收入＋補助
及捐贈收入＋作業收益＋財務收入＋其他收入)

6-2 全校產學合作收入占學校總收入比率 

產學合作收入/(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收入＋
產學合作收入＋其他教學活動收入＋補助及捐
贈收入＋作業收益＋財務收入＋其他收入)×
100% 

6-3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推廣教育收入 學校推廣教育收入/全校推廣教育教師人數 

6-4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產學合作收入 學校獲得產學合作收入總金額/專任教師總人數

社
會
服
務 

6-5 專任教師擔任校外專業諮詢人數比 

學校專任教師擔任校外公民營學術機構顧問、評
議(審查)委員、諮詢服務或專業學會、宗教團
體、慈善團體及社福團體之幹部(如理事長、理
監事、秘書長、執行長等)人數/全校專任教師總
人數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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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旨在根據文獻探討結果與實證分析發現，歸納本研究之結論，並

進一步提供建議，以作為大學教育主管機關、大學校院經營者與未來相關

議題研究者之參考。基此，本章分三部分進行論述；首先，針對前述文獻

探討與實證分析之發現略做摘述；其次，歸納文獻探討與實證分析之結果

作為結論；最後，根據結論提出相關建議供參考。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根據文獻探討與實證分析結果，歸納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壹、大學品質保證之主要意涵 

本研究所謂之大學品質保證機制與績效責任有關，係指各國政府為提

升大學品質所主導之品質管控程序，此種績效責任的品質觀旨在強調接受

政府經費獎補助之大學機構，負有對利害關係人展現其運作成效之責任。

易言之，在強調績效責任的現代社會中，大學必須為其存在的價值與重要

性進行辯護，藉此證明其所提供之教學、研究與服務活動具有獲得政府公

共經費獎補助之資格。 

當社會大眾愈關心大學品質與績效責任時，政府愈熱衷於透過各種品

質評估活動來檢視大學辦學成效。由美英等先進國家之實務探討可知，無

論是大學評鑑作業之實施、大學認可制度之執行、大學績效計畫之推動，

抑或大學績效指標之建構，其目的皆在瞭解大學運作成效、為大學提供績

效證明，並進一步作為政府獎助大學之基礎，藉此達成提升大學品質、追

求卓越發展之最終目標，故前述各項活動皆屬於大學品質保證之範疇。另

就我國大學現況觀之，目前政府已參考美英等國經驗，積極建構大學外部

評鑑體系，並輔導大學成立自我評鑑機制。除已藉由訂定相關辦法、成立

專責單位、實施大學評鑑等行政手段對大學品質進行監督與調節外，亦開

始積極推動經費分配機制之變革，企圖將評鑑結果與競爭經費相結合，以

促使學校更重視辦學品質與經營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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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政府競爭經費之主要意涵 

本研究所謂之政府競爭經費，係指由政府提供給大學機構之競爭性獎

勵經費，獎勵之對象與金額則取決於各大學在辦學成效或某項計畫之評比

結果。競爭經費之基本原理為一種「品質至上假設」，亦即僅提供具有卓

越教學與研究成果之學校較多經費獎助，藉此激勵大學機構為獲取額外經

費而有更好的教學及研究產出。 

在現代社會中，此種假設已經成為各國政府經費分配的指導原則，例

如美國各州政府所採行之績效本位經費補助計畫，即為一種典型之競爭經

費分配方式，且此種方式在美國已成為一種趨勢。另就英國而言，英國政

府對大學機構研究經費之分配是有選擇性的，係根據撥款機構每隔數年所

舉辦之研究評鑑結果來擇優獎助，評鑑結果等級愈高之大學所能獲得之研

究經費愈多。至於我國，目前教育部對公私立大學之經費分配，亦開始引

進競爭機制，其具體作法除在私立大學校院之經費分配上，逐年提高獎助

經費所占比率外，更透過各種大型競爭性獎助計畫之實施，試圖將有限經

費做更有效率的分配。例如發展國際一流大學與頂尖研究中心，以及獎勵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等，其經費分配皆為視大學績效表現而定。 

 

参、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連結之程度與類型 

各國基於大學發展之獨特背景，其品質評估結果與競爭經費之連結型

態亦不盡相同，即使同一國家也可能同時採取不同方式。本研究針對美英

及我國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之連結情形進行分析整理後，將二者之關

連程度歸納為無關、關連性較低，與關連性較高三種情況，並將其關聯性

分為「績效報告式」、「認可門檻式」、「指標介入式」、「分級獎勵式」與「專

案競爭式」等五種類型，如圖 3-4 所示。茲分別就關連程度由低至高說明

如下。 

所謂「績效報告式」係指政府對外公布大學評鑑或認可結果，或是將

大學在績效指標上的表現彙集成冊後公開出版，藉此提供大學利害關係人

做為決策參考；但並未將大學品質評估結果與競爭經費加以連結，故二者

之間屬於無關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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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認可門檻式」則可以美國大學認可制度為代表，其大學認可結

果雖未直接與政府競爭經費進行連結，但二者之間仍經由間接方式有所連

結，例如將大學通過認可與否作為得以接受政府經費補助之門檻，故二者

之間仍屬有關，只是關連程度較低。 

在本研究所歸納的五種連結類型中，「指標介入式」、「分級獎勵式」

與「專案競爭式」三種型態其品質評估結果與競爭經費之關連程度最高。

其中「指標介入式」係將大學在績效指標上的表現納入經費計算公式中，

作為公式要素之一；「分級獎勵式」為將大學品質評估結果分為不同等級，

各等級所對應之積分或權重不同，等級愈高者所能獲得之經費自然愈多；

「專案競爭式」則指政府對某些研究專案之經費分配雖無評鑑之名，但通

常政府會委託評審委員針對研究計畫內容進行評估，故已有評鑑之實，最

後再依審查結果決定獎助金額。 

 

肆、我國大學績效指標可分六大構面共 34 個指標細項 

無論是大學評鑑作業或是大學績效計畫，皆需有完備的指標系統作為

後盾，方可提高評鑑的客觀性與有效展現大學辦學成效，也才能進一步討

論將評估結果與獎助經費結合的可行性。有關績效指標之運用，常因不同

國家之政經文化環境與所採取之教育政策（如獎補助政策、評鑑制度）而

有所差異。以美國與英國情形而言，兩國基於歷史發展背景，在大學政策

上除致力於追求卓越外，亦十分重視公平原則的實踐，故體現於大學績效

指標即為強調入學管道的公平性、學生負擔能力與輟學率等。 

另就我國觀之，目前我國教育部所公布之各校基本資料庫檔案，其指

標多偏向於人力、經費與空間等投入項目，較少蒐集與各校辦學績效有關

之教學、研究或服務等產出結果，故有關我國大學績效表現之研究，在資

料蒐集方面仍有困難，尚待高等教育資料庫之建置完成。基此，本研究綜

合文獻探討與德懷術實施結果，凝聚專家諮詢委員共識後，獲得較具代表

性且適用於我國之大學績效指標細項共計 34 個，並分別歸屬於「教育資

源」、「教師素質」、「行政支援」、「教學成果」、「學術研究」與「社會服務」

等六大構面之下。其指標詳細內容如圖 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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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我國大學績效指標架構圖 

由圖 6-1 可知，在 34 項績效指標中，並未出現如前述英美二國所強調

之入學管道的公平性、學生負擔能力或輟學率等傾向於公平政策價值之指

標。究其原因，係因德懷術諮詢委員普遍認為大學績效指標所強調者在於

各大學辦學之效率層面，與公平指標較少關連。此外，本研究所建構之大

學績效指標中雖包含「專任教師發表於 SCI 與 SSCI 資料庫之期刊論文數」

與「專任教師發表於 SCI 資料庫期刊論文被引用次數」，惟因國內學者近

年來對於相關指標之批判聲浪不斷，故教育部目前在評估私立大學學術生

產卓越與計算其獎助經費時已逐步取消對該等指標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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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我國大學經營績效與競爭經費並無顯著關連性 

由教育部近年來重點競爭性獎勵計畫觀之，除了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

務發展計畫有較為明確的量化獎補助指標，且提供客觀計算公式供外界參

考外，其餘如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與獎勵大學教學卓越等

計畫，其審查結果主要由教育部邀請專家學者根據各校過去表現及所提計

畫書內容進行討論後決定，同時亦不公開各申請學校之審查過程，故外界

不但無從得知申請學校在各項審查指標上的表現，遑論瞭解審查結果與經

費分配之間的關連性為何。基此，本研究遂以實證分析所建構之績效指標

為基礎，並依數據資料可取得性進行適度調整後，分析三個競爭經費計畫

中各申請學校其投入與產出指標之相對效率值，藉此先瞭解各申請學校之

相對經營績效，以取代各校在審查指標上的表現後，再探討其經營績效與

政府競爭計畫經費分配數額之間的關連性。 

首先在大學經營績效之分析結果方面，本研究就教育部近年來三項重

要競爭計畫（即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發展國際一流大學與頂

尖研究中心計畫，與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分別運用DEA的CCR與BCC

模式，求得整體技術效率值、純粹技術效率值與規模技術效率值。將各申

請大學之效率值相互比較，發現其中以發展國際一流大學與頂尖研究中心

計畫之申請學校之相對效率值最為一致，絕大多數為1或趨近於1，顯示在

DEA實證下各校之效率值並未相差太多，亦即能夠申請本計畫之大學其本

身效率值應也能達到一定程度之要求。至於其他兩競爭性計畫，各校之間

的相對效率值則差異較大，顯示國內許多大學校院在資源運用之效率上仍

有改進空間。 

其次在大學經營績效與競爭經費關連性方面，本研究採用Spearman相

關係數進行檢定分析，由教育部三項獎勵計畫之實證結果可知，其中僅有

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2006與2007年整體效率值和獎助經費之間具有顯

著相關，其餘兩計畫皆無相關性。顯示我國政府推動之競爭性獎助計畫，

其中獲獎助大學之金額多寡與各大學之相對效率值高低，二者之間並無顯

著關連性。易言之，我國政府各項競爭性獎助計畫之金額分配，並非單純

決定於各大學經營績效表現，其中專家意見仍具重要參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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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結論 

綜合文獻探討結果與實證分析發現，歸納本研究之結論如下： 
 

壹、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編列皆為政府重要政策工具 

為有效提升大學品質，近年來美英及我國政府皆十分重視「品質保證」

與「經費分配」兩項政策工具，前者與大學基本規範有關，後者則影響大

學實際運作過程，此外，二者更相互影響，進而形塑高等教育系統之主要

架構。基此，各國政府皆積極透過相關法案的公布與實施，來強化高等教

育系統之國際競爭力。 

首先就品質保證工具而言，就美英與我國大學品質保證之運作現況觀

之，無論是大學評鑑作業之實施、大學認可制度之執行、大學績效計畫之

推動，或大學績效指標之建構等，皆屬於大學品質保證機制之範疇。至於

政府積極推動相關政策之目的，則是希望能透過一系列品質保證機制之建

構，呼應外界對於大學績效責任之要求，並提供利害關係人與大學品質有

關的資訊，以作為重要決策參考等。 

其次就經費分配工具而言，就美英與我國政府競爭經費之分配現況觀

之，可發現依大學實際表現來擇優獎助已成為共同趨勢，其旨在讓各大學

透過獎助經費之公平競爭，達成追求卓越之目標。此外，目前美英及我國

政府對大學之教學與研究經費仍以公式計算為主，但與傳統依投入因素來

決定補助金額之方式不同，目前各國已傾向將績效因素引進公式中，依大

學教學、研究與服務成果等產出項目來進行經費分配。 

若進一步就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兩政策工具之關連性論之，可發現二

者之間呈現一種互補且互賴的關係。因為當政府競爭經費依照大學績效表

現來分配時，與大學表現有關之資訊有賴品質評估結果提供。反之，若欲

提升大學校院對品質保證活動之關注程度，其方法之一即為讓品質評估結

果直接影響大學所能獲得之經費補助。由此可知，透過品質保證與經費分

配兩項重要政策工具相互搭配之加乘效應，不但可以有效引起大學機構對

績效責任之重視，也能藉此實現政府對大學運作宏觀指導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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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國依大學品質評估結果擇優獎助為效率原則之體現 

所謂效率原則在大學財政政策上的體現，係指政府在經費分配過程中

建立競爭機制，並根據大學辦學之績效表現來擇優獎助。在民主社會中，

效率原則雖非政府分配大學經費時之唯一考量因素，然而在財政短絀的現

實環境下，各國政府在擇定大學政策所欲達成之目標時，常會傾向於採取

市場導向之意識形態，推動蘊含效率原則之大學政策。 

由於根據大學品質評估結果來分配競爭經費為政府典型的擇優獎助

分配方式之一，故政府在設定政策目標時，通常是以提升有限資源之運用

效率為主要考量。就先進國家經驗而言，目前無論是美國聯邦政府對各大

學之專案計畫獎助、州政府對公立大學之績效本位獎助計畫，或英國政府

對大學研究經費之分配，皆是希望能透過市場競爭機制之引進，促使大學

拿出具體表現以爭取額外資源。 

另就我國情況而言，由《教育經費編列與管理法》條文內容觀之，與

各主要國家之發展趨勢一致，亦強調以學校教育品質來研訂教育經費計算

基準。此外，為打破過去齊頭式分配之傳統，教育部現行大學資源配置政

策已朝效率原則邁進。在公立大學方面，其經常門經費由過去依據師生人

數分配，轉為衡酌學校基本需求進行調整；資本門發展經費亦引進競爭性

分配機制。在私立大學方面，則逐步調高獎助比例與量化指標數量。由此

可知，我國大學經費之計算基準已反映出追求效率之精神，正與美英等先

進國家大學資源分配模式之發展趨勢不謀而合。 

 

参、各國依大學品質評估結果擇優獎助仍占較低經費比重 

由於大學品質評估結果之公布與運用，攸關大學機構對品質保證機制

之重視程度，亦為確保該機制持續改進之基礎，故已成為整個大學品質保

證機制之最重要因素。基此，美英等國政府積極將大學品質評估結果與競

爭經費進行連結，藉此一方面提升大學機構對品質保證機制之重視，另方

面亦可達到導引大學發展方向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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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依大學品質評估結果來擇優獎助，究竟應占政府總教育經費多少比

重較為適宜，一直以來都是各國關注之焦點。因為若比重太低，將無法引

起各大學對品質保證機制之重視；但若比重太高，恐將削弱對大學基本運

作需求之補助，對體質較弱之大學則有不良影響。基此，就先進國家經驗

觀之，目前美國除南卡羅來納州外，其他各州透過大學績效表現來分配之

經費，其額度約占州高等教育總經費之 1%~5.45%而已，故整體來說比例

並不高。此外，英國是目前世界上少數幾個將大學教學與研究經費分開計

算的國家，撥款委員會分配給大學之教學經費仍以學生人數為基礎；另就

分配給大學之研究經費而言，係採擇優獎助之方式為之，其中約有 12.5%

係依照研究質量來分配經費。 

我國政府對私立大學之經費分配亦分為補助與獎助兩部分，且近年來

有愈來愈重視獎助經費之趨勢，並展現在補助與獎助經費相對比例之調整

上。由 1996 年迄今（2008 年），教育部除逐年調升獎助經費所占比例外，

自 2008 年度起更將各校在最近年度之大學校務評鑑、大學系所評鑑與專

案評鑑等教育部推動之評鑑活動之成果納入獎助指標中，故目前私立大學

校院依評鑑結果所核配之獎助經費占該私校獎補助計畫總經費之 14%。 

由上可知，各國政府雖為提高經費分配效率而引進市場競爭機制，但

由於大學品質對國家發展之影響過大，政府不可能完全放任市場之手來操

控大學發展。目前大學品質評估結果直接影響政府競爭經費之比例整體而

言雖不高，且各國具體做法和形式亦不同，但卻呈現一個共同趨勢，即品

質評估結果對政府經費分配之影響力仍在持續增強中。 

 

肆、各國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之連結均採多元途徑 

就美國現況觀之，由於教育事務屬於州政府管轄範疇，各州政府基於

政策考量或其他因素，在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之連結型態上亦不盡相

同，故整體而言，本研究所歸納之五種連結類型與三種關連程度在美國境

內皆被使用。其中包括由聯邦與州政府定期出版之大學績效報告，其與競

爭經費較無關連，僅做為大學利害關係人相關決策之參考；由民間機構辦

理之大學認可活動，其結果與競爭經費雖無直接關連，但通過認可與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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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大學能否獲得政府獎補助之基本門檻；各州政府推動之績效補助計

畫，其執行細節各州不盡相同，有將績效因素納入經費計算公式者，亦有

將品質評估結果區分不同等級者。此外，由聯邦政府提供之專案競爭計

畫，亦成為各公私立大學研究經費重要來源之一。 

就英國現況觀之，其在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之連結上，除認可門

檻式外，本研究所歸納之其他四種連結類型皆有觸及。首先就績效報告而

言，英國目前由撥款委員會定期修訂績效指標，並由高等教育統計處出版

相關統計資訊，讓社會大眾瞭解大學在績效指標上的表現。再者，目前撥

款委員會依研究評鑑結果來分配大學研究經費之方式，一方面可說是分級

獎勵式之典型，其研究品質等級愈高者所能獲得之研究經費愈多；另方面

亦可說是指標介入式的一種，因研究經費是透過公式，由研究品質、數量

與學科類型共同決定。此外，由於英國大學研究經費係採二元系統，除來

自於撥款委員會之補助外，各種研究委員會也會提供研究計畫供大學爭取

額外經費。 

就我國情形而言，為達成提升大學品質之目標，近年來政府亦積極強

化兩政策工具之間的關連性。目前除參酌美英兩先進國家作法將大學校務

評鑑與系所評鑑結果對外公佈外，亦開始嘗試將評鑑結果納入教育部對私

立大學校院之獎助指標中，依評鑑結果來分配部分獎助經費，其方式係將

評鑑結果分為數個等級後，依排序決定積分，進而決定獎助金額，故可說

是一種分級獎勵式。再者，教育部對私立大學之獎助經費，有部分係依照

大學在評鑑、教學與研究成果，以及政策績效等項目之表現來決定，此等

項目皆屬於大學績效指標的一種，故亦可說是指標介入式的運用。由此可

知，我國與英國相同，在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之連結上，除認可門檻

式外，亦囊括本研究所歸納之其他四種連結類型。 

由上可知，各國由於歷史背景與政策目標不同，故在政策工具之連結

作法上亦有異，再加上民主國家基於地方分權特性，因此一個國家同時採

用多種型態來進行大學獎補助，或是將各種方式混合使用皆為普遍情形，

美國、英國與我國政府之作法即是如此。因此本研究所歸納之五種大學品

質保證與競爭經費連結型態，可說是目前各國最常使用之類型，但在實務

運作細節上則會因應不同國家境內高等教育發展之實際情況而有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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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各國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之連結宜為間接彈性 

大學品質評估與政府經費分配之間應盡量避免建立明確、嚴謹與直接

的因果關係。因為無論是審查指標或獎助指標，皆蘊含政府偏好之政策目

標，符合標準之大學較易被賦予較高價值。易言之，大學若欲獲得更多獎

助，則須迎合政府之既定標準，如此不但對大學自主與創新均有所限制，

更可能悖離主管機關將兩政策工具連結之原意，即維持與提升大學品質。

基此，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以建立間接且彈性之連結方式為宜。 

就美國而言，目前美國各州政府採行之績效補助計畫可分為績效預算

法與績效補助法兩種，前者大學表現與政府經費之關係較為間接且鬆散；

後者則具有較緊密且公式化的連結。由於採用績效預算法時，州政府在資

源分配過程中對績效指標的運用具有較多主觀詮釋的彈性空間，故目前美

國亦較受各州政府青睞。另就英國觀之，其大學研究評鑑作業之實施已超

過 20 年，具有程序嚴謹與過程公開等特性，並受到其他國家認同與參考。

但英國撥款機構並未將量化指標作為分配研究經費之唯一考量因素，其中

人為判斷（例如專家檢視或同儕檢視）在決策過程中仍占有重要角色。 

就我國情況而言，我國教育部幾個大型之大學競爭性獎勵計畫，如獎

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與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等，整體而言各申請學校之效率值多趨近於 1，

顯示有意申請獎助計畫之學校在整體投入與產出的資源運作上多具有一

定效率。惟若進一步就各校效率值與競爭經費之關連性進行分析，則發現

其中僅有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其大學效率值與政府經費之間具有顯著

相關。此種狀況顯示我國政府在競爭經費之分配上，並非完全依照各校在

量化指標上的相對績效表現來決定，而是由專家委員參考學校量化數據與

質性敘述之整體表現後，經由專業判斷做出最終結果。 

總之，隨著大學擴充與經費成長，讓品質保證與經費分配成為高等教

育領域備受關注之議題。但若要將大學品質評估結果做為競爭經費分配基

礎，一方面必須在評鑑專責機構已具備權威性與專業性之前提下，其品質

評估結果才能較具客觀性與公正性。另方面則是在品質保證與經費分配二

個政策工具間宜採取較為鬆散、間接且彈性之搭配方式，如此方能避免戕

害大學自主與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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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 

本節根據文獻探討與實證分析所綜合之結論，針對教育主管機關、大

學校院與後續研究者提出下列幾點建議。 
 

壹、 對教育主管機關之建議 

由前述結論可知，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分配皆為政府重要政策工

具，兩者若搭配適當將對經費運用效率與辦學品質提升產生加成效果。基

此，為更有效運用品質保證工具與經費分配工具，本研究就教育主管機關

所提之建議如下。 
 

一、 在大學教育品質之評估方面，應建立多元評估標準 

大眾化高等教育之主要特徵是多樣化，多樣化的高等教育應有各自的

培養目標，從而建立多元的大學品質標準。然而從目前教育部各項競爭性

獎助計畫之審核辦法與考評機制可發現，其審查指標相當齊一化，並未依

照不同類型或不同性質大學進行量身訂作，缺乏多樣化和層次性，如此將

成為強調「標準」而淡化「特色」。因此，未來政府宜就不同類型大學擬

定多元之獎補助機制，並擬定相關配套方案，制訂不同審核機制，方能讓

不同類型之大學皆有發展空間。 
 

二、 在大學表現資訊之蒐集方面，應強化資訊品質內容 

近年來，國內學者在建構大學績效指標之相關研究上不遺餘力，且大

學校務評鑑及大學校院系所評鑑中，亦採用部分量化指標作為評鑑委員判

斷學校品質之參考；但至目前為止，我國仍未如英美等國一般由官方居於

主導地位建立一個大學績效指標系統，並定期出版相關刊物，讓社會大眾

可以得知大學運作之績效表現。此外，由教育部所出版之教育統計年報或

相關統計資料觀之，其指標內容多偏向於對國內大學整體狀況之描述，如

機構數、教師數、學生數，且雖於教育部網站上公布「各校基本資料庫」，

但其內容亦多為教師人數、學生人數與校舍校地面積等，與學校績效表現

較少關連。基此，未來教育部應可建立可跨機構比較的高等教育資料庫，

蒐集大學績效指標之具體數據，如教育成本、畢業率、修業年限與學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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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成果等符合大學利害關係人需求的變項，並讓社會大眾得以對各大學機

構之經營績效進行全面比較。 

 

貳、 對大學校院之建議 

就大學校院之經營者而言，本研究提出以下兩點建議。 
 

一、 在大學績效之展現方面，可透過績效指標來建立特色 

由於我國目前仍未由官方居於主導地位建立一大學績效指標系統，故

建議各大學校院可參酌本研究所建構之大學績效指標，定期蒐集並公開相

關資訊，除可提供大學外部利害關係人重要決策之參考外，亦可做為大學

內部經營管理或與其他機構進行比較學習之基礎，藉此瞭解學校本身之優

勢與劣勢，進而掌握自我定位與未來發展方向。 

 

二、 在內部資源之分配方面，可引進競爭機制來提升品質 

理想的評鑑制度應同時包括大學自我評鑑與外部評鑑兩種方式，前者

更是整個大學品質保證制度之精髓所在，可讓大學基於自我反省與批判之

精神，自發性地建立自我檢討與改進機制。此外，大學自我評鑑機制之重

點首在強調全員參與，因為唯有大學內部成員認同品管機制之重要性，並

將品質保證運動內化為組織文化的一部分時，品質管控之目標方得以真正

實踐。但正如本研究結論所述，只有當品質評估結果與經費補助進行適度

連結時，方能引起大學校院之重視。基此，本研究亦建議各大學經營者可

參酌政府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之連結方式，將校內各單位或教師教學及研

究表現作為內部資源分配之參考，藉此達成提升品質、追求卓越之目標。 

 

參、 對後續研究者之建議 

各國政府將品質保證機制與經費分配機制加以連結雖方興未艾，然國

內外對相關議題之研究尚少，故可探討的範疇仍屬廣泛，有待後續研究者

繼續耕耘，是以提出下列兩項建議供後續研究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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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研究方法方面，可輔以訪問調查法蒐集更具體之專家經驗 

本研究採用文獻探討、文件分析、比較分析、德懷術調查研究等方法，

研究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之關連性。首先透過相關文獻之蒐集、整理

與分析，梳理相關理論後，再據以編製問卷實施德懷術調查，藉此建構適

用於我國之大學績效指標系統。最後，根據所建構的指標蒐集量化數據，

並採資料包絡分析法求得各申請學校之效率值，並進一步探討各校經營績

效與政府經費之關係。運用前述數種方法進行本研究，雖可謂大致完整，

但倘能輔以訪問調查法，針對國內專家意見進行蒐集、彙整與分析，則更

能以專家具體經驗，印證理論所述，如此必能使研究結果更為豐富。 

 

二、 在研究內容方面，可納入美英以外先進國家之相關實務探討 

本研究之文獻內容涵蓋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的內涵，以及美英台

三國大學品質保證與政府經費分配之運作現況。大體而言可稱完備，但基

於時間與研究者外語能力限制，在先進國家中僅能就資料最為完整之美國

與英國進行分析探討，故若能進一步加入日本及歐盟等先進國家之相關經

驗，以為我國大學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機制運作時之參考、反省、學習、

改進對象，則必能獲得更多可貴經驗，提升我國大學國際競爭力。 

此外，本研究囿於數據資料蒐集之限制，在分析經營效率時所採用之

指標係以量化指標為主，較缺乏對質性指標之探討，故後續研究者可再進

一步運用層級分析法針對質性指標進行實證分析，如此一來透過投入與產

出指標所衡量之各校相對效率值，以及探討各校效率值與政府獎助經費間

之關連性將更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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