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議程 

2017 校務研究新思維與專業學術研討會議程 

時間：2017 年 4 月 26 日星期三，08:30-17:10 

地點：玄奘大學新竹校區善導活動中心與雲來會館 

主辦學校: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TAIR)、玄奘大學、政治大學、清華大學、臺灣科技大學、臺北醫學大學、靜宜大

學、遠東科技大學 

協辦單位: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時間 活      動      內      容 

08:30-09:00 
報到與現場註冊 

(玄奘大學善導活動中心一樓) 

09:00-10:50 

開幕致詞 

黃榮村理事長致詞／貴賓致詞 

(善導活動中心聖印廳) 

主持人: 玄奘大學曾光榮副校長 

專題演講一 

IR 與校務評鑑-高教評鑑中心林劭仁處長 

專題演講二 

IR 發展與展望-清華大學林世昌主任 

11:00-12:20 專業學術研究成果發表會 



校務研究主題分析(一) 

(善導活動中心聖印廳) 

校務研究主題分析(二) 

(善導活動中心竹溪廳) 

主持人：政治大學余民寧主任 

評論人：清華大學林世昌主任 

主持人：遠東科技大學邱兆宏主任 

評論人：臺北醫學大學唐功培助理教授 

發表題目： 發表人： 發表題目： 發表人： 

跨文化經驗生何去何從？~以兩岸傳

播產業雇主偏好為例的探討~ 

溫州大學 

周志明博士 

生涯信念對主修課程助益的影響：機

會結構的調節 

輔仁大學 

夏侯欣鵬副教授 

通識課程之批判思考能力的學習成

效在校務研究之應用 

清華大學 

祝若穎博士 

大學生學校生活經驗與成績表現之

研究 

大葉大學 

謝璧甄博士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Attributes 

and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臺北科技大學 

莊育娟博士 

自我决定理論觀點下新生未來時間

觀與學習投入的關係 

玄奘大學 

陳柏霖副教授 

12:20-13:50 

午餐時間及壁報論文發表 

(雲來會館西餐廳/宴會廳) 

校務研究工具與方法 校務研究主題分析 校務研究實踐策略與應用 

14:00-15:20 

專業學術研究成果發表會 

校務研究工具與方法專題 

(善導活動中心聖印廳) 

校務研究實踐策略與應用 

(善導活動中心竹溪廳) 

主持人：玄奘大學段盛華主任 

評論人：玄奘大學高旭繁教授 

主持人：靜宜大學鄭志文副教務長 

評論人：國家實驗研究院陳曉郁副研究員 

發表題目： 發表人： 發表題目： 發表人： 



科大教學助理角色認知差異分析之

研究 

華夏科技大學 

李承宗主任 

準大一生修讀大學橋接課程之研

究—以實踐大學夏日學院為例 

實踐大學 

魏上凌副教授 

大學生學習投入量表編製之研究 
政治大學 

林倍伊博士 

入學管道對生涯知識、自我知識需

求差異：以技職新鮮人為觀察 

龍華科技大學 

李文玫助理教授 

大學畢業生就業與在學表現之關聯

性    

靜宜大學 

楊邵為助理教授 

學用落差之多元型態影響學職轉換

之心理歷程 

臺灣科技大學 

蔡秦倫博士 

15:30-17:00 

綜合論壇 

論壇主題：校務研究與高等教育發展(善導活動中心聖印廳) 

主持人：玄奘大學簡紹琦校長 

與談人：教育部技職司楊玉惠司長 

與談人：高教評鑑中心江東亮教授 

與談人：臺灣科技大學朱曉萍主任 

與談人：臺灣師範大學王麗雲教授 

與談人：臺灣大學任立中教授 

 

17:00-17:10 閉幕致詞黃榮村理事長致詞 

17:10~ 賦歸 



二、參與狀況（含參與人數） 

 

合辦機構 

 

       
玄奘大學 

 

臺灣校務研究

專業協會 

清華大學 政治大學 

 

臺灣科技

大學 

臺北醫學

大學 

靜宜大學 遠東科技

大學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研討會籌備委員會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黃榮村理事長 

玄奘大學校務研究中心  

段盛華主任 

清華大學學習評鑑中心  

林世昌主任 

政治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  

余民寧主任 

臺灣科技大學校務研究中心  

朱曉萍主任 

臺北醫學大學校務研究中心  

陳錦華主任 

靜宜大學  

林家禎教務長 

靜宜大學  

鄭志文副教務長 

遠東科技大學  

邱兆宏主任 

遠東科技大學  

林川田博士 

玄奘大學校務研究中心  

彭耀平研究員 

玄奘大學校務研究中心  

劉峰旗研究員 

研討會文稿審查委員及評論人 

臺北醫學大學生物統計研究中心 

鄭光甫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校務研究中心 

曾元顯教授 

國家實驗研究院 

陳曉郁副研究員 

靜宜大學教學發展中心 

楊劭為助理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唐功培助理教授 

臺灣科技大學校務研究中心 

蔡秦倫研究員 

德明財金科技大學 

彭彥群助理教授 

靜宜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康贊清助理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大數據科技及 

管理研究所 

洪暉鈞助理教授 

玄奘大學教學發展中心 

陳柏霖副教授 

玄奘大學心理應用學系 

高旭繁教授 

 



三、研討活動簡述 

一、目的 

擴大校務研究學術成果之發表與研討平台，促進校務研究合作與發展。 

二、研討會時間 

2017 年 04 月 26 日（星期三）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6 時 

三、研討會地點 

玄奘大學新竹校區善導活動中心與雲來會館 

四、主題內容 

校務研究工具與方法、資料之蒐集、建置與管理、BI 系統應用、資料探勘

與統計方法之應用、其他校務研究應用工具與技術、校務研究主題分析、學

生學習歷程與成效、教師職能投入與專業發展、校務營運治理及品質保證、

其他教學實務研究及校務研究相關議題、校務研究實踐策略與應用、生源管

理與成功學習、課程規劃與教學輔導、資源運用與經營成效、其他校務方案

需求與績效評估 

五、重要時程 

 投稿 

投稿報名日期：2017 年 2 月 28 日前請至本校務研究中心 www.hcu.edu.tw/irs

下載投稿報名表填寫後，將報名表與文稿摘要寄至 hcuirs@hcu.edu.tw。 

 全文截止投稿日期：2017 年 3 月 26 日 24:00 

 審查結果通知日期：2017 年 4 月 10 日 

 與會人員 

報名日期：2017 年 4 月 01 日至 2017 年 4 月 20 日(請至本校務研究中心

www.hcu.edu.tw/ir 報名) 

六、會議活動 

專題演講：邀請教育專家學者針對「校務研究與高等教育」主題進行專題講

座。 

主題研討：邀請專家學者針對「校務研究與高等教育」思路下的高等教育改

革、校務治理及教育資料處理與分析等議題，介紹具體作法與分享實踐成果。 

 海報發表：邀請專家學者針對研討主題進行專業學術研究成果海報發表。 

七、投稿說明 

全文投稿，中、英文不拘，內容須包含中、英文論文題目及摘要、作者姓名、

地址、服務單位、職稱、連絡電話、E-Mail，論文格式請參考 APA 第六版(以

15000 以內為限)，全文收到後將交由兩位專家學者匿名審查。 

本研討會論文經審查發表後，將擇優推薦至政治大學教育與心理研究期刊

(TSSCI)進行審查刊登。 

 

 



本次研討會取得成果如下： 

1.本次研討會共有 2場專題演講，4場主題分析及 1場綜合論壇，論文發

表共計 14篇。活動總參與人數共 158人。 

 

2.校務研究定義： 校務研究是透過蒐集數量化的資訊，加上主觀意見的調

查結果等資料，以系統化與科學化的分析方法，客觀的進行比較、彙整

與判斷，目的在了解大學系所、學院的現況與問題。校務研究如何運用

於大學校務評鑑中，作為校務進一步改進的依據，並預測未來發展趨勢，

提高決策效能及辦學品質，回應師生需求與社會期待，是大學校務評鑑

在倡導「資訊公開」時重要的議題。 

 

3.通識教育培養批判思考能力（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批判思考

能力在目前高等教育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但卻不能確保實踐上的

必然可行。其原因一部份為其批判思考能力過於抽象不易被量化分析，

難以看出其成效評估。因此國內對通識教育的批判性思考能力的研究，

以數據佐證其成效評鑑的文獻仍偏少。研究結果顯示，通識教育課程相

當重視學生批判思考能力的培養，學生的感受以及對學習成效的滿意度

也都有相當的正向肯定。 

 

4.畢業生就業與在學表現之關聯性：以中部某所私立大學 102-104學年度

畢業生與勞工保險的投保紀錄，探討大學生畢業就業與在校期間的學習

經驗之間的關聯性獲得以下研究結論：1.學生入學前已有就業經驗比例

逐年上升、2.學生在學、畢業後的就業比例都過半、3.在學期間就業經

驗有助於畢業後就業、4.畢業生待業狀況逐年進步、5.學校所學知識能

符合畢業生就業所需、6.在校成績僅能預測初次就業薪資。 

 

5.綜合論壇：以玄奘大學簡紹琦校長主持，楊玉惠司長、江東亮教授、王

麗雲教授、朱曉萍主任及任立中教授等人共同商討目前台灣高等教育問

題及畢業生就業如何達到產學合一的作用，並且共同商討未來校務研究

的發展。



四、活動照片 

開幕致詞-黃榮村理事長 

開幕致詞-簡紹琦校長 



 

《IR與校務評鑑》-林劭仁處長 

《IR發展與展望》-林世昌主任 



 

《校務研究主題分析(一)》-余民寧主任 



與會人員

與會人員 



壁報展示區

資料互動展示區 



壁報交流

資料互動交流 



 

OpView大數據工具展示

 

OpView大數據工具展示 



壁報交流

壁報交流 



壁報交流

壁報交流 



茶敘交流

茶敘交流 

了中法師董事長、黃榮村理事長 



綜合論壇

綜合論壇 

簡紹琦校長、楊玉惠司長、王麗雲教授、任立中教授（順序由左至右） 



綜合論壇 

江東亮教授、朱曉萍主任、簡紹琦校長（順序由左至右）

綜合論壇-楊玉惠司長 



綜合論壇-朱曉萍主任

閉幕致詞-黃榮村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