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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大學排名、高教之間比高下，今

昔有之，前者如英國劍橋與牛津、美

國哈佛與耶魯、臺灣臺大、清大與交

大，後者如世界大學排名、亞洲大學

排名、指標性大學、中國大陸工程 985

與 211 工程，以及世界大學科領域排

名等。今昔大學排名，影響因素有別，

昔日唯學術與規範馬首是瞻，今日則

是關注教育功能性及其實踐效益。 

大學排名，另類高教機構或科系

評比，排名依據是學術取向，抑或是

功能取向，前者主回歸教育追求真善

美本質，後者則前瞻教育社會性與經

濟性功能。誠然，面向數位化與全球

化紀元，國家競爭力、適應力、就業

力與國民幸福指數（National Happiness 

Index）（Diener, 2000）業已成為當今

教育不可迴避的訴求。 

依 據 SWOT Analysis （ Kotler, 

Berger, & Rickhoff, 2010），高教機構各

有所長，基業長青（Collins, & Porras, 

2004）繫於何以與如何之策略經營。

準此，大學排名，評鑑指標涵蓋：（1）

目標與經營策略；（2）辦學績效與學

術創見；（3）產學合作、就業創業。

值得一提的是，名次固要追高攀高，

永續與策略經營方是正道。 

 

二、高等教育 

盱衡高教發展及其沿革，可歸納

如下：高教功能漸次多元，高教組織

漸次分化，高教學術漸次提升。以下

自學校類型、教育目標與專業標準化

來構建高教脈絡及其文本。 

(一) 學校類型 

綜觀高教發展及其沿革，機構組

織分為學術型、科技型與教學型，其

中，學術型大學不乏傳統大學，主基

礎科學教育；科技型與教學型大學多

屬新興大學，主應用科學教育。 

依據教育部後頂大計畫，未來高

教發展分為5大方向，包括國際卓越特

色、區域創新整合、科技創新、專業聚

焦與學習創新等（黃政傑，2016），待

執行相關教育工程不可謂不大。 

基於大學負有培育國家發展與社

會建設需求人力資源，大學教育公共

性與功能性教育漸次凌駕規範性與價

值性教育，更甚者，科技與教學型大

學發展與區域現代化息息相關。 

(二) 教育目標 

面向數位化與資訊化時代，智慧

環境構造持續推進，動態網路-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 IoT）（Vermes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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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ss, 2013）應用與發展漸次成熟，新

的商業模式儼然形成，可見未來，其

對學校教育影響與變革是可預見的。 

面向網際網路社會，學校已非唯

一傳遞知識的場域，其次，今昔高教

目標變化大，由傳統求真、行善與知

美價值教育漸次不敵適應力、就業

力、幸福指數受到重視，修身與律己

漸次轉換為社會公平與平等的認知。 

 

新時代新思維，高教目標主培育

問題解決、思維邏輯、專業力、團隊

協作與溝通能力等，對於人以預期視

界（horizon of expectation）（Koselleck, 

2002）前瞻未來行動訴求，兼具工具

與價值理性方是大學本質教育。 

運用詮釋結構模式（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ISM）（Warfield, 

1973）表徵高教目標及其機構相關概

念之階層結構（見圖 1），旨在提供視

覺化溝通與後設論述的平台。 

 
圖 1：高教目標及其機構 ISM 

 

(三) 標準化 

標準化意指，在專業共識基礎進

行專業要素層級結構與數值量化處

理，準此，高教專業標準化，旨在：（1）

因應高教在質與量上多元發展，（2）

建構與國際高教接軌平台，（3）落實

高教專業科學屬性。高教標準化可見

效益：（1）分類與交易、（2）溝通與

認證、（3）互動與評比。以下就高教

標準化理論基礎、表徵範式與認證評

比進行說明。 

 

1. 科學主義 

面向資訊科技日新月異，跨科際溝通之

對象、語彙、方式、相容性漸次規格化、程

式化。科學主義意指：其一主自然科學知識

價值論，其二立基於實證主義方法論，倡導

科學方法適用於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 

基於人自主性與人己差異性訴求，人的

世界與存在現象非可簡化理解之。對於腦神

經認知科學發展與數理模式（mathematical 

modeling）視覺化結構分析（Ho et al, 2016a, 

2016b），不無體現另類科學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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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主義作為標準化結構形式基

礎，藉以構建與發展：（1）具體性：

聚焦與創造溝通平台；（2）結構性：

兼顧由外在現象到內在本質、質性與

量化並重之方法論；（3）可驗證性：

依據資料檢證因果關係。 

2. 認證與評比 

面向科技文明與多元競爭態勢，

品質成為企業競爭的共同要素，品質

認證則是達到標準門檻的標記，第三

者判斷其良窳好壞的參考依據。認證

依據是專業共識，據以凸顯領域之相

對重要功能、效能與互通性。 

概括而言，認證是另類評鑑，認

證意指達到對應認證等級之至低門檻

標準，分為通過與未通過；評鑑是就

待評鑑對象進行價值判斷，分為優、

及格與不及格。認證與評鑑公信力繫

於認證與評鑑機構專業程度。 

基於大學學術自由與專業自主，

大學系所、研究單位自行辦理認證，

祇是，認證、評鑑與評比各有側重，

不宜混為一談。評比是就通過評鑑者

間進行先後名次比較，三者以上之比

較與排序方可凸顯實力等級。 

3. OSI Model 

值此全球推進大數據與國際化趨

勢，標準化助益目標性溝通與協作、

交易效率化與優化（Optimizing）。標

準化分為內外二部分，前者如典範轉

移、合法性知識體系與專業現代性，

後者如利益關係者間相容性、相似

性、度量、符號，以及超連結網路系

統協定（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W3C）。標準化規範如定義與分類、

數值化（numerical value）與層級排序。 

依據網路協定與通訊轉換協定，

國際標準局（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與國際通訊聯

盟 （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 提 出 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 Reference Model（OSI 

Model）（Mitchell, 2001），暢通網路

互連通道。OSI Model共有7層框架，

分別是實體層、鏈結層、網路層、輸

送層、會議層、展示層與應用層。 

OSI Model，為暢通通訊管道而

制定之標準框架，至今仍屬概念性框

架，在操作上無絕對規範可循。何慧

群、永井正武（2016a、2016b）運用

其結合 ISM 於教育研究，據以提供跨

科際之有關教育實務數位化之參照範

式。以 OSI Model 就現代高教進行數

位協定範式處理，一則視覺化其階層

結構，二則助益溝通與理解（見表 1、

圖 2）。 

三、高教新規範 

(一) 知識經濟效益 

傳統高教主學術，發展哲學素

養、博雅素養與人文素養，藉以求

真、行善與知美。今日，歷經「知識

即力量」、「知識即權力」與「知識

即財富」見證，工具性功能取而代

之，並且成為國家競爭之鑰（Thurow, 

1999）。綜觀知識功能沿革，由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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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應用到創新，彰顯：（1）知識、

知識體系重要性、（2）「腦力」功能

經濟化、（3）網際網路社會、大數

據、知識與創造力型塑新教育鏈。 

(二) 財政績效管理 

面向全球高科技競爭態勢、國內

高教供需嚴重失衡，以及教育財政侷

限，高教策略經營與管理變得重要。

高教經營市場化（Bok, 2003），旨在：

（1）落實極大化教育效能與效益

（Apple, 2001）、（2）施行績效主義

控管高教產出與增值投資效益、（3）

創造學校自主與提供產學彈性運作空

間。值得一提的是，產學合作或產官

學合作在時效上發揮致用合一之益。 

(三) 策略行銷教育 

古之經濟交易是待價而沽，商業

規範貴於如童叟無欺、貨真價實或如

假包換，今之效益經濟交易是：（1）

策略管理與行銷、（2）創造價值與經

營市場、（3）差異化與客製化。依據

M. Porter（1985）競爭優勢價值鏈模

式，大學運作分為主要活動與支援活

動，前者是研究與教學，後者如組織

文化、教育資源、服務學習、競爭力

與就業力，二者缺一不可。

表 1：現代高等教育 OSI Model 

OSI Model 實體層 鏈結層 網路層 輸送層 會議層 展示層 應用層

目標 指標 數理工具同步 多媒體 認證

公共性 結構 電腦程式非同步 隨選視訊 評比

功能性 分級 數值化 虛擬實境視聽 交換性

財政績效管理 傳播科技實體實境虛擬 交易性

結果取向 物理實體評鑑管理實體 協作性

競爭取向 策略行銷績效管理知識經濟效益 產官學合作

市場取向 產學合作

績效取向

高等教育

W3C

 
 

 
圖 2：現代高等教育 OSI Model 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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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與討論 

面臨高科技更新速度加快、全球

經濟競爭激烈，各國高教變革有目共

睹，教育旨趣由傳統求真、行善、知

美，到今日解決問題、生存力與追求

幸福指數（何慧群、永井正武，2015a，

2015b）。其次，臺灣高教發展深受世

界大學排名影響，世界百大之研究能

量指標業已成為高教評鑑依據，其後

續效應是，論文篇數多寡成為自然、

人文、社會、藝術與科技領域評鑑指

標箇中翹楚。 

依據教育體制發展與設計，國教

扎根深，高教良性發展機率大；相反

的，國教基礎弱，高教產出結果堪慮。

因此，大學排名宜同時正視教育歷程

影響結果產出的後續效應。其次，大

學排名發展不在於型塑另類教育工具

理性，而是因應頻繁變革採取之權宜

之計。雖謂數位紀元開啟教育新範

式，教育旨趣仍不宜違背意義與價

值、學術與專業、公正與均等、文化

與文明等規範。 

對於學術與經濟、國家與社會福

祉、高教市場與利潤間之利益關係，

高教可見未來發展：（1）運用市場或

半市場機制提升高教績效與品管；（2）

教育目標由理念到務實、理想到現實

轉化；（3）師與生之競爭力與幸福指

數成為關注焦點。職此之故，兼顧傳

統求真善美與當今教育工具性功能發

展，大學排名宜自專業出發，涵蓋學

術範式、成就表現與社會貢獻。 

就專業而言，大學排名實質意義

大於形式意義，藉以彰顯：（1）專業

實踐體現學術創見、（2）成就表現轉

換生存力與就業力、（3）校務研究

（ Institutional Research ）（ Howard, 

McLaughlin, & Knight, 2012）取向大學

發展效益。運用多重矩陣詮釋結構模

式（Matrix Based Structure Modeling, 

MSM）（Nagai, & Tsai, 2013）整合圖

1與圖2關係結構（見圖3），助益後設

論述。

 
圖3：高教要素關係結構MSM 

 

教育專業 

數

位

科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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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面向智慧型網聯社會，大學排名

實質意義大於形式意義，專業有用性

與可用性是核心要素。大學排名影響

因素歸納如下：（1）高教機構數量增

長迅速、（2）高教機構品質參差不

齊、（3）高教供需市場化運作。換言

之，因應高教普及化需求，高教機構

擴增，其間伴隨差異品質高教機構。

值此數位紀元，知識與高科技聯袂驅

動高教經營市場化、高教市場行銷策

略化。 

概括而言，大學排名凸顯校際間

差異特徵、優劣品質，以及基業長青

經營依據，因此，專業取向排名旨

在：（1）依據國家高教政策進行學校

定位與科系分組；（2）兼顧教育本質

與教育經濟性功能、落實高教公共性

與市場性發展；（3）自學術專業、成

就表現與社會貢獻進行數值量化排

序。值得一提的是，教育即投資，教

育投資不同於企業投資，教育投資首

重於師與生。 

最後，標準化是智慧型社會運作

的基礎工程，教育自不能置身事外。

教育標準化涵蓋質性與量化二部分，

其中，量化而不化約教育本質是關鍵

所在。高教標準化分為橫向關聯整合

與縱向銜接發展，可見效益：（1）體

現教育現代性與科學性、結構性與適

用性；（2）以 SWOT 分析檢視校際差

異結構、目標設定與實踐策略依據；

（3）助益專業溝通與互動、認證與評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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