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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象牙塔！但走去哪？學職轉換觀點之政策分析* 
 

摘要 

文理院系之學職轉換本不同於專業院系，然而，教育部近年政策卻過度偏向專業

院系或技職院系之思維模式，文理院系身處結構性不利位置。本研究以學職轉換角度、

採兩筆大型資料進行探究，實徵結果顯示，文理院系較具職業廣泛與職類多樣之適應力

優勢，但劣勢為學職契連較間接；相對的，專業院系則有學職契連較直接之優勢，但劣

勢則為較易發生適應性風險。對照於卡內基高教機構分類，本研究建議，走出象牙塔並

非只有一種路徑，「社會參與」(community engagement) 則或是另一個新可能。 

 

關鍵詞：高等教育政策、學校職場轉換、社會參與 

 

 

Out of the ivory tower! But where to go? A policy analysis by the 

perspective of school-to-work transition 

 

Abstract 

The school-to-work transition model of liberal arts & sciences (LA&S) college is 

different to professional school.  However, the higher education policies of Taiwan were too 

relied on vo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logic in recent years. The LA&S colleges sustained 

structural disadvantage.  Based on two large scale data sources, this study tries to explore 

those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hool-to-work transition.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LA&S colleges have the adaptive strength indicated by broader occupations and 

diversifier types, but weak in indirect school-work correspondence. On the contrast, the 

professional schools have the strength of direct school-work correspondence, but weak in the 

adaptive risk.  Refer to the Carnegie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there 

isn’t only one kind of way to leave the ivory tower.  “Community engagement” perhaps is 

another new possibility.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school-to-work transition, community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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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九０年代起，美國社會大眾開始對高學費下的大學教育產生質疑，這些質疑漸

漸被概念化與命名為各種相似又相異的語彙，譬如：就業力、學習成效、教育品質、

大學品質、社會參與等。然而，不論那一種概念或語彙，整個脈絡乃是對大學待在學

術象牙塔的不滿，是對「研究型-教學型」此單一向度之反動，認為大學不應只是以

學術研究成就作為唯一標準，大學更走出象牙塔，善盡社會責任，將大學與社會扣連

得更緊，並將此納入國家教育資源分配之考量，而不單僅依賴單一向度（Weerts & 

Sandmann，2010）。 

「走出象牙塔」是一件事，但「走去哪？」又是一件事，走出象牙塔的方式可

能不只一種，教育部目前政策方向可能僅是其一。教育部面對國內大學生失業、學職

轉換困難、學用不符、高資低就等問題時，提出了種種政策。譬如，要求各大學在課

程委員會加入產業界代表，以產業需要的能力指標來規劃課程等。而即將展開的第二

波系所評鑑，則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是衝擊最大的政策：首先，系所教育目標的訂

定，不再只依據學門領域的觀點，更需要把產業與社會需要納入目標訂定機制中；其

次，諸如升學與就業狀況、證照與資格考試、畢業生及企業雇主意見等「行為成果」

(behavior outcome)也納入至系所評鑑的範疇，並需將這些調查資訊反饋至學程設計與

課程教學（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2011；彭森明，2010）。簡言之，教

育部近年冠以「教育品質」或「學習成效」名稱之政策方向，即希望透過內外部利益

關係人(stakeholders)的資訊反饋，讓院系能根據職業、產業與社會所需來設計與調整

課程與學程。 

然而，這些政策幾乎都陷入了專業院系或技職院系之思維模式，不一定適用於

文理院系。對專業模式或技職模式而言，學程本來即針對少數專業或職業所需而設

計，譬如，醫學系的訓練本是大量考慮醫生這個職業之所需，法律系則面向律師與司

法官等職業之所需，教育系則面向教師等職業所需。正因專業院系所對應的職業較特

定，故其較能清晰地界定誰是利害關係人、其母體為何、如何抽樣方具代表性、以及

特定職業所需職能為何。但是，對以基礎學科為中心之文理院系而言，原本學程的設

計即非針對特定職業或產業，故不但很難界定具體的利害關係人，即使找來產業人士

參與學程設計，其抽象代表性亦很值得懷疑。譬如，以心理系而言，若找諮商心理師

參與課委會，依據諮商心理師工作所需來設計課程，但其他工商心理領域、社會心理

領域、認知科學領域、臨床心理領域、發展心理領域、媒體心理領域、法律心理領域、

文化心理領域又如何自處？亦即，對採專業模式之諮商與輔導學系而言，依諮商心理

師與輔導老師之職能所需而設計課程，大抵是一件自然的事，但對採文理模式之心理

學系而言，則或是一雙「不合腳」的鞋子。 

以下，本文將先以學職轉換的角度，提出專業院系與文理院系之間的差異，說

明其各有其不同的學職轉換模式。而後以兩類資料來源，分別於研究一與研究二中，

實徵地驗證此兩種模式的差異，藉以批判教育部政策過度傾斜於技職模式。最後，再

回到「走出象牙塔到那？」討論主軸，藉由回顧卡內基高等教育分類的發展軌跡，辨

認走出象牙塔的另一種可能：社會參與(Community Engag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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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職轉換角度下的探究 

一、兩種學職轉換模式：所用即所學、所學即所用 

專業院系的學職轉換模式是清晰的，因學程設計本即對應特定專業或職業。但文理

院系的學職轉換模式，則需以歷史觀點考察，方能理解其內涵（鄭玉卿，2009）。「liberal 

art & science」在中文有兩種翻譯：博雅、文理，反映了兩種不同的意涵與指稱，博雅指

稱的是教育模式，文理指稱的則是學科性質。以歷史觀點來看，教育是由菁英階級開始

的，不論是西方的希臘羅馬時代，或者東方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時代，能接受教育或高

等教育的，絕大部分都是菁英階級。孔子之所以令人敬仰，一部份是因其有教無類地將

教育開放給平民階級。為了有效統治社會，菁英階級的教育是採通才或博雅模式的、並

著重於思辨與思維能力的訓練，譬如古希臘時代的七藝（文法、修辭、辯證、算數、幾

何、天文及音樂），孔子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及日後之經史子集（譚光鼎，2009）。

美國總統大多是接受「博雅教育」模式的，這些學校是收取高學費、生產菁英階級的名

校；相對地，專業或技職教育模式，反而與平民大眾比較有關（Brint、Riddle、Turk-Bicakci 

& Levy，2005）。在美國有 Liberal arts college experience，其特徵為大學前兩年不分科

系地廣博地學習物理、化學、數學、生命科學（自然科學）、哲學、文學、歷史（人文

科學）、經濟、政治、心理、社會（社會科學）等基礎科學，大三才選擇主修，並常是

住校的。Liberal arts college 中文可翻譯為博雅學院、也可翻譯為文理學院，因為其教育

模式為博雅教育，但其學科則為文理等基礎學科。 

據 Brint et al.（2005）之研究，1930 年代之前，專業院系占高等教育比例約為 30%，

由於經濟大蕭條之影響，專業學科比例上升至 55%~60%，而後一直延續至六 O 年代初

期。六 O 與七 O 年代為美國社會轉型、經濟富裕之黃金時代，也是文理學科與博雅教

育復興之時期，專業比例降低至 50%以下。八 O 年代並逐漸回復至 60%上下，直至二

十世紀末。而這個趨勢變化，或也反映了受高等教育的人口結構變化。教育未普及的三

O 年代，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以社會菁英子女為主，故屬文理比例高達 70%之菁英教育；

當教育較普及的八 O 年代後，偏平民教育的專業模式則達 60%。 

時至今日，所謂菁英學生，不再只是指稱原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更多是指稱諸如

IQ 等認知能力。另外，當前知識爆炸下的複雜性，也使得通才或博雅想法日趨困難，

但基礎學科與思辨能力訓練仍為文理學院之重要成分。當文理院系招收的學生是菁英

時，其認知能力通常高於同儕。因此，即使不論其所學內涵為何，四年下來的思辨能力

訓練使其認知能力更強。過去研究顯示，要預測個體的長期職場發展雖很困難，但認知

能力則是高度穩定而顯著的重要因素（Cascio & Aguinis, 2005, p.345）。因此，或許學

用關連具有短期影響力，但對這些菁英而言，則不是那麼關鍵，這些菁英日後之所以能

成功立業，因其原本具有較高的認知能力，也在博雅教育模式之思辨訓練下強化之。基

礎學科的訓練，則是另一強化因子，基礎學科由於其基礎性，故比較具有廣泛的滲透範

圍，只要菁英能舉一反三（此與認知能力有關），基礎學科可以對其不同時期的變動生

涯，都有協助作用。 

在比較教育研究中，亦有類似觀點。Maurice、Sellier 與 Silvestre（1982）比較法國

與德國企業之工作劃分、徵選方式與職業流動等面向後，提出組織性空間(organiz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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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與資格性空間(qualificational space)之概念（引自：Muller & Shavit，1998）。在組

織性空間中，如美國、愛爾蘭，各企業與組織依各自需要，殊異化地訂定自己的職位、

工作設計與組織分工，故職場所需技能與知識大多得在職場中才能發展，而難以在校園

中先行培養。學系採用一般性(general)的教育邏輯，強調基礎科學的基礎性，以及思考

與思維訓練。是以，組織偏向採一般性的標準來篩選新人，譬如代表認知能力的智商（如

以學校或學歷為指標）、代表態度的成就動機等。在資格性空間中，如德國、瑞士，有

分化相當完善的知識技能系統與資格認證系統。職場中的職位分工與職務安排，大抵即

對應著正式的執照資格系統（教師證、醫師證）或非正式的證照或慣例（專案管理師、

設計師）。學系的學程安排與設計，即如典型的專業教育模式與技職教育模式，大抵是

與一個或多個職場資格有著對應關係，甚或以考照需要為主要邏輯。 

綜合而言，如圖 1 所示，文理院系與專業院系有不同的學職轉換模式：所學即所用、

所用即所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曾提出「四大教育支柱」(The Four Pillars of 

Education (Delors, 1998)
1：學以致知(Learning to know)、學以致用(Learning to do)、學以

合群(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學以自立(Learning to be)。大抵而言，「所用即所學」和

「學以致用」（Learning to do）較相近，「所學即所用」則與「學以致知」較相關。但本

文乃偏重於學職轉換觀點，而非純粹的教育觀點。 

 

文理院系 專業院系

職業1

情境
知識

核心
知能

職業A

情境
知識

專業
知能

職業2

情境
知識

核心
知能

職業3

情境
知識

核心
知能

職業4

情境
知識

核心
知能

職業B

情境
知識

專業
知能

職業N

情境
知識

核心
知能

•廣泛多樣職業
（高適應力）
•學職間接契連
（高情境知識
%）

•特定職業/專業
（風險）
•學職直接契連
（低情境知識
％）…

（所學即所用） （所用即所學）

 

圖 1：文理-專業院系之學職轉換與優劣勢 

 

就「所用即所學」學職轉換模式而言，專業院系的學程設計本即針對特定職業或專

業，專業所用者即為學生所學，故稱為「所用即所學」。因此，學生畢業面對職場時，

職場所需與其在學所學的專業知能有相當高比例的交集，需要在職場才能學習的情境知

識(situational knowledge)比例較低，故其優勢為學職直接契連。但相對的，由於所學乃

針對特定職業或專業，故當擠不進去資格或考試門檻（如心理師需再考入研究所、通過

                                                 
1
 此文獻來自審查委員的指正，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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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考試、並再通過心理師考試）、或整體供需失調或結構變遷時（如流浪教師），四

年所學則較難轉換至其他情境，會面臨適應性較低的風險。 

就「所學即所用」學職轉換模式而言，文理院系相對特別專精深入於較少數的基礎

學科領域，由於其著重基礎學科，故其將會有相當廣泛的運用可能，譬如，只要有人的

地方就有心理學，是以，心理學大抵可廣泛地應用於各行各業，學生大抵都能將「所學」

連結到各行業之「所用」，故可稱之為「所學即所用」。是以，文理院系畢業生所對應職

業進路的變異性與多樣性，應顯著高於專業院系畢業生，亦即，其優勢在於具較高的適

應性。然而，基礎學科所訓練的核心知能只是職場所需的一部份，畢業生需於職場補足

較高比例的情境知識，故其劣勢在於學職間接契連，而當學生的認知能力愈高時，此劣

勢相對就較不那麼重要。 

 

二、研究架構 

為了進行實徵檢驗，我們得將圖 1 轉換成實徵研究的架構（圖 2），獨變項為文理-

專業別，因變項為兩類職業效標：學職契連、適應性，後者以職業數、職類數、行業分

佈峰度為指標，藉以檢驗文理與專業院系各自的優劣勢是否預期：文理院系雖學職契連

性較間接，但具有較廣泛職業與多樣的職類或行業；專業院系的學職契連性較直接，但

其職業、職類或行業數相對較集中。由於獨變項為類別變項，故分析上將以 ANOVA 檢

驗獨變項與因變項間的關係，並將類組別（社會、自然類組）視為控制變項。 

 

獨變項 職業效標

文理-專業別
文理-混合-專業學類(研究一)

文理-專業學系(研究二)

• 學職契連

• 適應性
職業數、職類數(研究一)

行業別分佈峰度(研究二)

控制變項

類組別
-自然類組
-社會類組  

圖 2  研究架構 

 

三、研究一：學系角度 

研究方法 

資料來源與分析單位。研究一資料來自大考中心，分析單位則為「學類」。為了編

製新版學系探索量表，大考中心對全國一般大學一千五百多個學系（不含技職技職司轄

下之科技大學），進行知識與技能調查之兩波普查，並以開放式問題詢問了各學系所規

劃的職業進路（劉兆明等人，2010）。立基於此調查資料，王思峰與劉兆明（2012）在

綜合考量內部效度與外部效度下，將一千五百多個學系聚集為 123 個學類，本研究的分

析單位即為此 123 個學類。另外，該研究也將學類對應的 O*NET 職業串接起來，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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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美國國家職業資訊整合委員會 NOICC（National 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Coordination Committee）所串接之 530 條學程-職業關連、以及本地增補的 673 條學類-

職業關連。其中，本地增補的 673 條關連，其效度大抵與 NOICC 相當，在變異量數、

偏態與峰度等分佈樣態上沒有顯著差異，有令人滿意的效度水準。效標變項的指標編制

即立基於此 1203 條學類-職業關連。 

文理-混合-專業別。王思峰與黃思聞（印製中）進一步以卡內基 2005 版之分類規

則，將大考中心之 123 個學類分派至文理學類、專業學類、以及混合學類，本研究即採

用王思峰與黃思聞（印製中）對 123 個學類之文理-專業-混合之分派表。之所有會有混

合類別情況，乃因一個學類可能對應至多個學程，若該學類包含文理學程與專業學程，

那麼該學類即屬混合類別。以資料而言，混合學類大抵是文理學程加上部分專業成分為

多（如心理系），故在分析意涵上，文理學類與專業學類間的比對，主要可觀察其優劣

勢是否如概念架構所預期；而文理學類與混合學類間的對比，則可間接觀察文理院系走

出象牙塔連結社會的政策效果。 

學職契連。在表徵學系性質上，知識是比技能、興趣等更有區辨力（王思峰、劉兆

明，2010），故以「知識」來界定學職契連程度，應比技能及興趣等來得合乎常理。王

思峰與黃思聞（印製中）的測量研究即以王思峰與劉兆明（2012）的 1203 條學類-職業

關連資料為基礎，採學類知識剖面資料（來自大考中心）與其對應職業之知識剖面資料

（來自 O*NET 職業資料庫），計算出學類與職業兩類知識剖面間的相關係數，並將單

一個學類對應多個職業之各相關係數予以平均，以作為該學類之學職契連性的測量指

標。研究一即採用王思峰與黃思聞（印製中）所計算的 123 個學類之學職契連值。 

適應性：職業數、職類數。若學系所對應的職業數較多（廣泛性）、且對應的職業

類別也較多（多樣性），那麼該系畢業生的生涯進路則有較寬廣的空間，比較能有效適

應外在環境的變化。因此，職業數與職業類別數大抵代表著鑲嵌於結構的適應性

(adaptability embedded in structure)。立基於 1203 條學類-職業關連資料，即可計算每個

學類對應的職業個數，另外，為了不違反常態性假定，故取自然對數值：取對數前後， 

Lilliefors 顯著性校正之 Kolmogorov- Smirnov 檢定值各為.151(p<.001)、.087(p<.05)，

由非常態轉為近似常態。職業類別數同樣可由 1203 條學類-職業關連資料計算而得，本

研究採用 O*NET-SOC 之職業標準分類，計算學類對應職業分佈於幾個大類中，並採修

正規則調整之：若一類別中僅有一個職業，則不計入此類別，以避免過度高估；但若所

有類別的職業數皆為一，則不執行此規則。 

值得注意的是，劉兆明等人（2010）在調查時，本即清楚區分規劃職業空間（貴學

系規劃之畢業生就業領域為何？）、實際就職空間（貴學系畢業生之實際就業領域主要

為何？），讓填答者分開填答，以免混淆。規劃職業空間為實際職業空間之子集合，前

者主要立基於學系知識與職業所需知識間的關連，其範圍比較可由學職知識關連來推測

或預測；然而，實際就職空間則受更多因素影響，如：當年就業市場供需、產業變遷、

學校聲望、學生個體興趣、成就、能力與求職意願等。研究一即採用規劃職業空間資料

來測量學職契連（王思峰與黃思聞，印製中），除避免效標混淆（criterion contamination）

之方法學疑慮外，亦反映著學系角度的觀點。相對的，研究二則來自畢業生實際就業調

查資料，對應著實際就職空間，反映著畢業生的實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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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圖3為採多變量變異數分析（MANOVA）後，所繪出文理、混合與專業學類在三個

職業效標估計邊緣平均數的分佈情形，多變量變異數分析之結果則呈現於表1。誤差變

異量的Levene檢定顯示，三個職業效標的F值與顯著性分別為.459（p=.633）、.470

（p=.626）、2.433（p=.092），顯示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整體而言，控制變

項類組別在三職業效標綜合上顯著差異（F=10.589，p<.001），文理、混合與專業學類

在三個職業效標綜合上亦有顯著差異（F=5.543，p<.001），前者淨相關η
2為.214、後者

為.125，共約能解釋34%變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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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LN職業數 Y3:職類數 Y1:學職契連

 

圖3 文理-混合-專業學類在各職業效標之比較 

 

表1  研究一之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 

 
多變量檢定 受試者間效應項的檢定 

多變量(Y1~Y3) Y1:學職契連 Y2:ln 職業數 Y3:職類數 

類組(Control) 10.589*** 7.763** 20.282*** 10.87*** 

文理-混合-專業(X) 5.543*** 12.13*** 5.779** 1.818 

X 之 η
2
 .125 .169 .089 .030 

X 檢定能力 .997 .995 .861 .373 

以估計邊緣平均數

進行成對比較 

--- 文理<混合 

文理<專業***
 

混合<專業**
 

文理<混合* 

文理>專業 

混合>專業***
 

文理<混合 

文理>專業 

混合>專業† 

註1：若放入互動項Control*X，互動效果並不顯著，故模式中不放入互動項。 

註2：成對比較時採LSD法，未對信賴區間進行校正調整。 
†
 p＜.1；*p＜.05；**p＜.01；***p＜.001 

 

在學職契連效標上，文理-混合-專業與學職契連呈現線性遞增的關係（F=12.13，

p<.001），成對比較中，文理學類的學職契連顯著地低於專業學類（p<.001），混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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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亦顯著低於專業學類（p<.01），混合學類的學職契連稍高於文理學類，但未達顯著。 

在適應性方面，不論是職業廣泛性（ln職業數）或職類多樣性（職類數），混合學

類皆有最高的表現，文理學類其次，專業學類最低。顯著性檢定上，在職業數上顯示出

顯著差異（F=5.779，p<.01），但職類多樣上則未呈現顯著差異。成對比較中，混合學

類之職業數顯著高於專業學類（p<.001）、亦高於文理學類（p<.05）；另外，混合學類

之職類多樣性則高於專業學類，幾達顯著（p=.078）。 

總之，專業學類的優勢在於其有最高的學職契連，但劣勢則是其在職業廣泛與職類

多樣之適應性指標上是最低的。假如一切如預期，專業院系畢業生的學職轉換會是最順

暢的。然而，假如非如預期，亦即當面臨資格門檻、供需失調、環境變遷等外在因素，

而使專業院系畢業生無法進入當初入學所預期的專業或職業時，學生四年所學則較難轉

換至其他情境，其學職轉換反而是最困難的。生涯框限與妥協（Circumscription and 

compromise）的研究指出（Gottfredson，1981；Tsaousides & Jome，2008），當因外在

環境限制而不得不進行妥協時，個體將有較高的負向情緒、較低的正向情緒、以及較低

的滿意度。因此，這些無法如預期進入特定專業的畢業生，或也將對母系、母院或母校，

有所負向情緒與不滿意，專業院系或值得特別注意於此負向效果。 

文理學類與混合學類的優勢，在職業廣泛與職類多樣指標表現高於專業學類，其

中，混合學類的適應性優勢較顯著，文理學類的適應性優勢則較不明顯；文理與混合學

類之劣勢，則是其學職契連性皆顯著低於專業學類，其中，相較於文理學類，混合學類

則稍具較高些的學職契連，但此差異未達顯著水準。亦即，當文理系所致力於走出象牙

塔連結社會，亦即往混合學類移動時，其作用或許並非是在「學職契連」上，而是在「適

應性」增加上。文理院系本質上畢竟不同於專業科系，系所不管怎樣努力，其在學職契

連指標上，大量投入可能僅換來不顯著的微量上揚；文理系所努力的方向，或應放在本

來具有潛在優勢之適應性軌道上，如此方能在投入與產出間有著顯著的效果出現。 

 

四、研究二：畢業生實際經驗 

研究方法 

研究一呈現的乃學系角度之規劃職業空間，研究二則以畢業生之實際就職空間為資

料。資料來自教育部委託台師大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進行全國畢業生流向調查（王麗

雲、甄曉蘭，2011），樣本則為輔仁大學95~97學年日間部學士班工作中之2816位校友，

調查時間為其畢業後一年。 

學職契連指標採「您目前擔任的這份工作，與您大專所學符合程度如何？」題項，

採四點量尺：1為非常不符合、2為不符合、3為符合、4為非常符合。96畢業生並未調查

此題，故以另一題「大專畢業後第一份全職工作與您大專所學專長的符合程度如何」替

代之。若單採95與97畢業生之樣本，其分析結果仍相同。 

適應性則以畢業生的行業別分佈為指標，之所以採行業別、而非職業別，乃因該調

查職業別依據中華民國職業分類之大類，大抵可分為：管理與統治階層、高層專業人員、

一般專業人員、中小學/特教/幼稚園教師、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事務工作人員、服

務及買賣工作人員、其他勞動型人員等，是一種所需技術成分的分類（或社經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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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從事領域的分類。相對而言，行業別則較接近從事領域的分類。 

適應性指標的分析單位為學系，輔大日間部學士班之45學系。由於樣本數僅有45

（研究一樣本有123個學類），故僅分成文理、專業兩類，以免混合類別樣本數過少，反

而干擾檢定結果。本研究依卡內基2005版之分類規則，將21個學系編碼為文理院系、24

個學系編碼為專業院系。各系畢業生主要分佈於十二個行業別中，可計算每一學系在各

行業別分佈人次之峰度值（kurtosis）2，峰度值愈高，表示其分佈型態和常態分佈相比

更為集中，更屬高狹峰，顯示該系畢業生之行業分佈愈集中（適應性愈低）；反之，峰

度值愈低，表示其分佈愈為平坦，愈偏低闊峰，顯示該系畢業生之行業分佈愈廣闊（適

應性愈高）。 

 

研究結果 

表 2 與表 3 分別為研究二之適應性效標與學職契連效標之分析結果，誤差變異量的

Levene 檢定顯示，行業別分佈峰度指標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假設（F=1.728，p=.177），

學職契連指標亦然（F=1.982，p=.115）。 

如表 2 所示，文理院系之行業別分佈峰度值，平均為 3.26，顯著低於專業院系之 6.01

（F= 6.452*, p=.015），這顯示專業院系就業的行業別分佈顯著地較集中，而文理院系

則較廣闊；表 3 則顯示，文理院系工作中校友，其認為目前擔任工作與大學所學符合程

度平均為 2.351，顯著地低於專業院系之 2.763（F= 42.809***, p=.000）。亦即，即使採

畢業生的實際就業資料，文理院系之適應性指標仍然顯著地較專業院系為高（但學職契

連顯著較低），相對的，專業院系之學職契連指標則顯著地較文理院系為高（但適應性

顯著較低），二者的優勢與弱勢恰恰相反，支持了本研究對兩種學職轉換模式之論述。 

 

表 2  研究二適應性效標之 ANOVA 分析 

 
文理院系 

N=20 

專業院系 

N=24 

各學系畢後一年就業之行業別人次分佈的峰度 

（刮號中為標準差） 

3.26 

(2.57) 

6.01 

(3.99) 

變異數分析 Y(峰度)= X1 (類組別) + X2 (文理-專業別) 

Fx1(類組別)=.172, p=.68 ; Eta 平方=.004 

Fx2(文理-專業別)= 6.452*, p=.015 ; Eta 平方=.136 

整體模式 F=3.548*, p= .038, R
2
=.148 

註：若放入互動項 X1*X2，互動效果並不顯著（p<.073），X1 與 X2 主效果仍維持相同型態，X1 不顯著，

X2 達 p<.003 之顯著水準，故模式中不放入互動項。 

 

                                                 
2
 本研究採用 Excel 所提供之公式計算峰度值，其如下式所示。 

峰度= 

 

其中，n=資料個數；xj=觀察值；x=所有觀察值平均；S=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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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研究二學職契連效標之 ANOVA 分析 

 
文理校友 

N=629 

專業校友 

N=848 

您目前擔任的這份工作，與您大專所學符合程度如何？ 

（刮號中為標準差） 

2.351 

(1.051) 

2.763 

(1.055) 

變異數分析 Y(學職契連)= X1 (類組別) + X2 (文理-專業別) 

Fx1(類組別)= 17.824***, p=.000 ; Eta 平方=.012 

Fx2(文理-專業別)= 42.809***, p=.000 ; Eta 平方=.028 

整體模式 F=36.797***, p= .000, R
2
=.048 

註：若放入互動項 X1*X2，主效果型態仍然相同，X1 與 X2 之主效果仍各達 p<.011 與.000 之顯著水準，

互動效果亦達 p<.013 之顯著水準，不論自然或社會類組，專業院系學職契連皆高於文理院系，但自

然類組之斜率大於社會類組之斜率。但為了與表 1 與表 2 一致，故模式中不放入互動項。 

 

最後值得注意，研究二的樣本來源並非隨機抽樣，會填答的畢業生與不填答者可能

有某種差異，另外，有的學系的畢業生回答問卷的數目較多，有的學系的畢業生回答得

較不踴躍，這些抽樣的可能偏誤，可能都會影響樣本代表性的問題。 

 

 

參、討論：走出象牙塔，但走去哪？ 

「走出象牙塔」是一件事，但「走去哪？」又是一件事，走出象牙塔的方式可能不

只一種，教育部目前政策方向可能僅是其一，而非唯一。教育部政策方向可能過度陷入

了專業或技職教育之思維模式，過度地以產業觀點來引領高等教育之發展。以學職轉換

角度而言，高等教育的學職轉換本即有兩種模式：所用即所學（專業院系）、所學即所

用（文理院系），這兩種模式各自有其優勢與弱勢，前者的學職契連較直接，但有適應

性較低的風險；後者有適應性較高的優勢，但學職契連較間接。不論以學系角度之全國

資料、或是以輔大畢業生之實際就業資料，都支持了兩種轉換模式之論述。而若教育部

的政策過度依賴技職教育的邏輯，那麼其很可能會有利於「所用即所學」模式、卻有害

於「所學即所用」模式，短期而言，或許提高了學職契連，但卻也付出降低適應性之風

險代價，反而不利於長期。 

於是，我們不禁要提問：走出象牙塔的方式，是否僅能採技職教育的邏輯？在近年

全球高等教育發展經驗中，是否有其他新概念或新邏輯？新概念是否能同時適用於「所

用即所學」與「所學即所用」兩種學職轉換模式？ 

 

近年影響國內高等教育生態甚鉅的「研究型、教學型大學」及「五年五百億、教學

卓越」等概念，源自美國之卡內基高教機構分類（The Carnegie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國內高等教育走向受美國影響甚深，假如卡內基的思路已有所變

化，那麼國內教育政策或應有所反思。 

卡內基教育改進基金會（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以

下簡稱CFAT）為了「支持對高等教育之研究與政策分析」，故將高教機構「依機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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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師生特徵之同質性」予以分類（CFAT，2001，頁vii與頁9）。自七０年代起，陸續

公布了1973、1976、1987、1994、2000與 2005-2006年之卡內基高教機構分類。 

特徵論（Characteristical Theory）主張，個體行為效標，不僅受個體自身因素之影

響，更深受所處機構或環境之特徵所影響或所調節（Hackman & Oldham，1980；Karasek，

1979）。以特徵論的視角而言，卡內基高教機構分類向度背後，或隱含著高教機構的理

論特徵，而這些特徵或將強烈地影響高教機構在效標上表現。圖 4 即以特徵論的理論範

式，重新概念化卡內基高教機構分類之多元向度。 

機構特徵(卡內基) 效標

研究密度
（研究型-教學型）

規模
(綜合大學-小型學院)

聲望
(大學排名)

精選度
(入學學生)

前期

文理-專業別

社會參與
(Community Engagement) 

學習成效
(職業效標)

社會影響

後期

 

圖 4  以特徵論重新概念化卡內基高教機構分類向度 

 

在前期時，主導特徵為研究密度（研究型-教學型）與規模（綜合大學-小型學院），

此二個特徵所影響之主要效標為聲望（世界大學排名）、以及聲望或排名所帶來之入學

學生精選度。台灣目前的教育政策，仍然高度地反映了對這些前期特徵與因果關係的信

奉與依賴：台灣第一期五年五百億計畫（2006-2010），其目標即為「進入世界百大」，

大抵即依此進行資源分配：台大與成大由於為規模夠大的綜合大學，且為研究型大學，

故獲得 30 億與 17 億之補助，而清大與交大則因規模不夠，獲得 8-12 億；中央以降之

7-8 所大學，則大抵依研究密度與規模，獲得 2-7 億。另外，28~31 所「教學卓越計畫」

大學（2005 年起），平均每校每年獲得 0.54 億，約為五年五百億者之 7 %。另外，第二

波系所評鑑之項目四學術與專業表現中，更明文地將這些特徵納入：學校發展定位強調

學術與研究取向，並具有碩、博士班之系所與學位學程，其教師研究表現更應受到重視，

且應有助於培養與深化學生之學術能力；學校發展定位強調教學與應用取向，且僅有學

士班之系所，教師研究之表現也應有助於培養與深化學生之生涯競爭力（財團法人高等

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2011）。比較直白的說法或許是：若是研究型大學，請繼續待在

象牙塔；若是教學型大學，請只做那些「有助於學生生涯競爭力」研究。 

九０年代起，美國社會大眾開始對高學費下的大學教育產生質疑，社會開始對大學

待在學術象牙塔產生不滿，認為大學不應只是以學術研究成就作為唯一標準。CFAT 為

了反映此社會脈動，2000 年版時，引入「文理-專業」規則（機構提供學程之性質，偏

文理為多、或偏專業為多），取代原本學士班的精選度規則（CFAT，2001），2005 年

版則延伸至研究所學程（CFAT，2005）。目前，台灣教育部各種「讓高教機構能根據

職業、產業與社會所需來設計與調整課程與學程」的種種政策，大抵即對應著「文理-

專業」向度，只是特別傾斜於以技職或專業教育邏輯來引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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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走出象牙塔的方式並非只有技職化或專業化一種路徑，2006 年，CAFT 推

出了新的高教機構分類向度～社會參與(Community Engagement)，或許即是另一種可能

的路徑。「社會參與」乃是 CAFT 唯一非採用次級資料、而是鼓勵各大學自行建置資料

之向度（Driscoll, 2008, 2009）。 

大學教師角色之功能一般包含研究、教學與服務，這三個功能傳統上是將其切割

的，研究歸研究、服務歸服務，研究與服務沒有什麼交集，研究被認為是學術性的、基

礎性的，而服務則是應用性的、沒有學術價值的。這種觀點雖受到很多批評，但卻也是

學術界中的現實，致力於在地實踐的教師，常常身處學術界二等公民的位置。 

CFAT 則以更廣義方式來界定社會參與，而非僅框限於「服務」之下：凡高教機

構與其更大社區間～包含地方性、區域性（或州）、國家性、全球性之社區～在夥伴關

係與互惠關係之脈絡下，雙向地彼此交換知識與資源，皆謂之。亦即，諸如社區立基研

究（community-based research）、服務學習（service learning）與產學合作等皆是社會參

與常使用的方案，強調不論是教學、研究或服務功能，皆應走出象牙塔、進行社會參與

及社會實踐，而不應只待在校園內或象牙塔中（Wade & Demb，2009；Weerts & 

Sandmann，2010）。 

以特徵論而言，「在地參與」與「文理-專業」及「研究密度」是彼此獨立的向度。

在研究方面，可以有社會參與型研究，而不是將服務與研究切割開來。表 4 統計了在卡

內基 2005 年版之各基本分類中社會參與型大學所佔比例，資料下載自自 CAFT（2012）。

令人訝異的，研究密度愈高的大學，申請並認可為社會參與型大學的比例反而愈高。在

51 所極高研究密度研究型大學 RU/VH 中，有 48 所向卡內基申請並被認可為社會參與

型大學，比例高達 94%，其中包含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與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等長春藤聯盟學校；在 62 所高研究密度研究型大學 RU/H 中，則有 66%為

社會參與型大學；在 60 所博士級研究型大學 DRH 中，則有 37%為社會參與型大學；而

碩士型大學中，則各有 30%、16%、8%為社會參與型大學；學士型大學中，則有 19%、

4%為社會參與型大學，獨立學院者則僅有 1%。亦即，研究密度與社會參與不但不是互

斥的，而且，愈是高研究密度的大學，愈是在乎自己是否能走出象牙塔進行社會參與。 

 

表 4  卡內基各基本分類中社會參與型大學所佔比例 

卡內基 2005 基本分類 a
 

全美大學數 

(a) 

社會參與型

大學數(b) 

所佔比例 

(b/a) 

RU/VH: Research Universities (very high research activity) 51 48 94% 

RU/H: Research Universities (high research activity) 62 41 66% 

DRU: Doctoral/Research Universities 60 22 37% 

Master's L: Master'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arger programs) 261 79 30% 

Master's M: Master'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edium programs) 161 25 16% 

Master's S: Master'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maller programs) 116 9 8% 

Bac/A&S: Baccalaureate Colleges--Arts & Sciences 236 44 19% 

Bac/Diverse: Baccalaureate Colleges--Diverse Fields 340 14 4% 

Special Focus Institutions 736 8 1% 

合計 2023 290 14% 

a 未計入副學士型大學與 Tribal Colleges 等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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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教學方面，專業院系有其社會參與的教學模式，譬如實習、產學合作等，

但文理院系亦能有其社會參與的教學模式，譬如方案實作，張慈宜（2012）在文獻回顧

綜合實作性課程(capstone course)時，亦整理了輔大心理系王醒之所開設之「社區心理

學、社區心理學專題：社區諮商在底邊、社會介入方案實作」三門連續性課程，其如此

說到： 

引領學生在田野實作/實踐的過程中、往返校園與社會現實之間，得以辨認自

身的客觀位置與知識的生成……方案實作的課程設計提供了學生自主發展其

所關注議題的空間，以協助學生在實作現場轉化與學院知識的關係，並進一步

生成與自身生命經驗聯繫的小知識系統……強調集思廣益、團體合作，邊作邊

學的實務課程。希冀學生可以在過程中形成方案，並試圖透過實作，最終呈現

於課程中。所謂的方案，不只是個別同學的喜好或是關注而已，還必須與同學

形成討論、說服並協作，最終在社會議題、或是關注團體生活的原則下進行……

學生們從「bringing psychology to society」的姿態到「bringing society to 

psychology」的謙遜則是在課程中逐漸發生的改變。與其說是「社會介入」，不

如說是「被社會介入」，學生們得以重新發現/調整與社會的關係。這不但是與

心理學知識間關係的重新定位，更生成了以自己生命經驗/行動為本的心理學

知識生產。 

方案實作課程顯示，文理院系進行社會參與時，不需要落入技職教育的軌道中，反

而更強調於「知識生產」，而非僅是「知識應用」，而且是可進入到反思自我與知識間關

係的「反身性二階知識生產」位置上。因此，方案實作課程除能強化了文理院系原本的

適應性優勢外，亦對補強「學職契連」有所助益。相對的，專業院系的實習與產學合作

等設計，本即針對「學職契連」，自有其重要性。然而，不論是文理院系的方案實作或

專業院系的實習與產學合作，都屬於「社會參與」範疇，並適合於各自學職轉換模式。 

總之，走出象牙塔是重要的，反動於「研究型-教學型」是重要的。然而，走出象

牙塔不是只有一種走法，以學職轉換模式的角度而言，近年教育部政策過度傾斜於技職

教育邏輯，這對整體社會而言，反而可能降低了適應性、提高了轉軌風險。相對的，2006

年卡內基高等教育機構分類所新增的「社會參與」(community engagement)，則或是另

一個走出象牙塔的新可能，值得國內各大學、高等教育界與教育部進一步思索、探究與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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