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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近幾年來，大學深受市場競爭、全球化與少子女化的衝擊。在現今
高度競爭的場域中，大學勢必面臨更為複雜的組織環境，讓他們不
得不思考如何執行策略聯盟，以達到雙贏的局面。大學的確可以藉
由學校間的合作變得更強，而策略聯盟即是可行的策略之一。大學
可以藉由二所或二所以上學校間的合作，達到共同的目標。在此過
程中，策略聯盟議題在知識社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在眾多相
關研究中，有關此領域的研究成果仍屬有限。本研究之目的：係在
探究大學策略聯盟的運作及其成效表現狀況；立基於本研究計畫的
推動，產出期刊論文與專書形式之學術成果。因此藉由本研究計畫
的進行與完成，可以為國內目前大學的經營與相關政策制定，提供
理論與實務性建議，進而達成學術研究成果實務化的目標。

中文關鍵詞： 大學、策略聯盟、臺灣

英 文 摘 要 ： In recent years, universities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marketed competi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trend of fewer
children. In the current competitive context, universities
face an increasingly complex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is requires universities to develop their strategic
alliance. Universities can become stronger through
cooperation among schools indeed. Forming strategic
alliances is a current global trend. They can enhance the
forces of two or more schools so that they can meet their
strategic goals. Strategy alliance plays important roles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 but there are few related studies in
university areas now. This study aims to strategic alliance
oper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promotion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academic results of
journal papers and books are produced. The researcher can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university strategic
alliance, and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those institutions
and Taiwan’s relevant policy.

英文關鍵詞： University, Strategic alliance,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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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策略聯盟運作現況與成效之研究 

於本研究計畫執行過程，研究者已完成期刊文章與專書成果的產出，在此分項說明： 

【研究產出一】 

跨校合作與學習之大學策略聯盟運作 

壹、前言—大學策略聯盟之必要性 

臺灣高密度大學校數與兩岸特殊的政治國情局勢，讓國內大學更需要藉由策略聯盟運作，

發揮共同合作與學習效果，共創永續經營契機。在大學資源有限的現實下，強調合作與學習

的大學策略聯盟運作，的確能促進資源共享與組織學習的可能性。茲將其必要性分項說明如

下： 

 一、大學教育資源有限，策略聯盟能促進資源共享與組織學習 

近十年來，政府花費在大學階段平均每位學生分攤經費，呈現緩慢成長趨勢；然而對照

OECD國家的平均值，仍有不小差距；若以平均每位學生使用高等教育經費，占平均每人國內

生產毛額比率計算，則差距更大，落差達 14.28個百分比(教育部，2018a)。若要大學以自負

營虧經營模式運作，學費勢必成為大學重要收入來源。在美國，若歸屬營利性大學類別，則

學生學雜費收入可佔學校總收入八成以上。反觀臺灣大學教育發展狀況，大學學生學雜費收

取受到極大限制，雖然政府於 2005年增訂《公私立大專校院彈性調整學雜費方案修正規定》、

2008年發布《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以作為大專校院收取學雜費之規範，及審議學

校在調整學雜費作業時之規定，將學雜費政策法制化，讓學雜費調整回歸教育專業；然而，

能順利通過學雜費調漲申請的學校數目不多，以 98學年度至 102 學年度為例，連續 5年未曾

調漲過學雜費，至 104 學年度計有 9 校申請通過(漲幅 1.89%至 2.5%)、105 學年度計有 2 校

調漲學雜費成功(幅度 2.5%)，相較於國內大學校數，能成功調漲學校者實屬少數，其費用之

漲幅亦不大(教育部，2016a)。 

雖大學的普及與入學人數增長，但來自公部分部門經費挹注無法有效提升，致使經費投

入遭到稀釋，復因大學學費凍漲，學校經費短絀而難以維持優良辦學品質(教育部，2016a)。

臺灣境內大學學雜費調漲，不光只是市場機制運作下的成果，更是政治性議題，加上近年來

大環境不佳，要調漲學雜費難上加難；加上目前正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推動當下，及為提

高國人生育動機積極於學齡前幼托教育服務的提供，若要政府核撥更多經費支持大學教育發

展，著實有其難度。在此大環境下，大學教育自身資源亦不充足前提下，策略聯盟或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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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可以達到資源共享雙贏的機制，誠如林志成、林仁煥(2008)所言：「策略聯盟的效益可以發

揮資源的最大效益、激勵成員的精進成長、提升學校的競爭能力、建立學校的優質形象。」 

二、兩岸間高等教育人才流動日趨頻繁，大學間策略聯盟更形重要 

2011 年至 2016 年六年間，來自中國大陸(含香港)學生人數占高等教育人數比率，呈現

成長趨勢；離臺赴中國大陸(含香港)就讀比率，與其他出國留學國相較，所佔比率最高(教育

部，2018b、c)。經訪談部分明星高中校長，發現近幾年來許多優秀高中生赴中國大陸(含香

港)就讀人數呈現增加趨勢：「這一、二年來，要我幫忙撰寫推薦函赴中國大陸就讀的學生人

數增加不少。」加上近年來，中國大陸釋出教育領域優待條款，與未來可能成為全球經濟發

展重要國家的期待，讓兩岸之間人才流動更為頻繁。如建國中學、台南一中等類型學校的畢

業學生赴中國大陸就讀大學人數日增，建國中學校長即表示今年幫忙學生撰寫推薦信的比例

增加，且流失的幾乎都是成績頂標的畢業生(薛如真，2018)。 

長久以來，兩岸在學術人才交流部分，試圖降低政治因素影響程度，交流頻率呈現成長

趨勢。在全球化趨勢下，跨國合作已是一種常態，臺灣與中國大陸間，擁有不可分割的歷史，

加上中國大陸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預言 2025 年會成為世界經濟最重

要的中心(賴瑩綺，2017)。在具有共同中華文化、地理位置相近及經濟發展蓬勃加持下，加

速臺灣高等教育人才的流失，尤其在「大陸 31惠台措施」下，各省與地方再依此訂定各具特

色的惠台政策，不只促進兩岸學術界的交流，更加速臺灣人才的流失。在此發展趨勢與現實

情況中，如何藉由國內大學間策略聯盟合作，發揮合作與學習功效，提升臺灣境內大學的競

爭力，是未來臺灣的大學應積極思考的發展合作機制。 

三、大學策略聯盟已是全球高教發展趨勢，國內運作亦已有初步成果 

因應世界高等教育改革需求，提升高等教育競爭力適應，與符應高等教育市場化趨勢，

成為促進高等教育機構進行策略聯盟的動力(何金針、紐方頤，2009)。各國大學策略聯盟運

作已有歷史，如日本京都大學、京都市立藝術大學、同志社大學、立命館大學等 49 所國公私

立大學，於 1998年進行合作，達成學分互換、產官學共同研究、研究資料庫分享等目標；加

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與西門菲沙大學於 2001 年策略聯盟，共同成立政府與商業研究中心

(曹翠英，2006)。在臺灣，大學策略聯盟亦行之有年，類型多元；如 2016年，國防大學與中

興大學簽定策略聯盟合作協議，以達到資源共享、產學共榮目標；2012 年，由成大、中山、

中正、中興等大學組成「臺灣綜合大學系統」，進行跨校選課、聯招、共辦活動等合作事宜；

2008年時，清大、交大、陽明、中央等大學組成「臺灣聯合大學系統」，落實教學、研究、行

政資源整合與國際事務合作；此外，亦有由 12所大學組成的優久大學聯盟（Excellent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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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ed University Consortium of Taiwan）(陳玉娟，2018：157)。 

除臺灣境內大學間各自的合作，亦有大學致力與中國大陸大學合作的案例，如：國立高

雄大學於 2014年發起成立南臺灣大學國際交流策略聯盟（ST9），與大陸華南理工大學等 9所

理工名校合作，組成了「大陸地區卓越大學聯盟（E9）」締結策略聯盟，進行師生交流互訪與

學術資源共享(李義，2014)。大學策略聯盟並非只有受到學校層級重視，教育部於 102-105年

間推動「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共計補助 12 所典範科技大學，以及 4 所產學研發中心，

積極進行人才培育、產學研發、制度調整之翻轉工程，該計畫質化與量化績效指標中，皆設

有與學校間「策略聯盟」相關指標，如：學校建立跨校性人才培育策略聯盟，並定期進行人

才培育相關機制推動之經驗分享及交流；推動跨校性策略聯盟，將學校所建立之人才培育機

制典範逐步移轉至聯盟學校等(教育部，2016b)。從政府重點發展政策走向中，可以看到對策

略聯盟績效表現的重視，大學現場亦有初步策略聯盟成果展現。 

為對大學策略聯盟有進一步的探究，以下首先說明大學策略聯盟意涵，其次則是大學策

略聯盟理論基礎，最後則分析臺灣境內大學策略聯盟運作狀況，及此領域之研究與實務運作

趨勢。 

 

貳、大學策略聯盟意涵 

源自於商業領域的策略聯盟，主張組織不應是單打獨鬥的運作模式，而應藉由具有共同

目標的二個或二個以上組織合作，為完成共同策略目標，進行合作結盟的一種戰略模式。對

於組織而言，策略聯盟是降低成本、學習、打入產品市場、革新和成長的良方(Zoogah, Vorab, 

Richardc, & Pengc, 2012)。誠如林志成、林仁煥(2008：5)主張：策略聯盟係指同業或異業

之間為法突破困境，提升競爭優勢，達到共同的策略目標，藉著雙方優勢，透過分享資源、

合作結盟、共同分擔責任風險，創造有利條件而建立的伙伴關係。此一合作模式，在商業領

域運作甚為廣泛(Hsu & Wu, 2013; Hubbard, Pollock, Pfarrer, & Rindova, 2018; Yang, 

Lai, Wang, Rauniar, & Xie, 2015)。 

隨著教育領域競爭白熱化、教育發展多元化，單打獨鬥方式已不適合目前的教育生態。

高等教育已進入急遽改變的年代，面對著知識經濟的蓬勃與教育資源緊縮的現實，大學企業

化經營已被引入教育治理之中，企業策略聯盟的運作模式，也在資本主義與全球化的催生之

下，進入教育領域之中(何金針、紐方頤，2009)。針對何謂策略聯盟，何金針與紐方頤(2009：

33)提出其主張：「為建立優勢，並取得新技術、新市場、銷售網路、製造或服務能力，遂透

過交換資源與能力，在長期性、資源共享性、互補性、承諾性合作關係之下，達成組織之間

雙鸁互利的目標，即稱為策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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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亦有許多專家學者(如：Clarke & Hermens, 2001; Elmuti, Abebe, & Nicolosi, 

2005; Li, Roberts, Yan, & Tan, 2016; Ryan & Morriss, 2005)將策略聯盟運用在教育產

業之中，如：吳金香、張茂源、王昇泰(2008：173)將策略聯盟定義為：「兩個或兩個以上學

校組織為了某種特殊的策略目的，而在教學、課程發展、研究等專業技術，以及教學、人員、

設備上相互提供或交換資源，藉以創造有利的條件、具備強而有力的競爭優勢，以利共同目

的之達成的短期或長期的合作關係。」 

Li、Roberts、Yan 與 Tan(2016)借鑒商業領域文獻和跨領域高等教育研究後，提出策略

聯盟組成要素： 

1. 因為學生是合作過程中重要的產出與投入者，所以要有學生參與此一合作過程。 

2. 合作過程涉及資源的流動，對於參與伙伴應該具有公平的承諾。 

3. 合作過程中，應對學生提供學位證書，雙方亦應提供學位課程(degree course)。 

4. 學位課程應以面對面授課為宜，而不是經由遠距學習完成。 

策略聯盟在教育領域有其適用性，在日益市場化、競爭強度日高的大學場域中，策略聯

盟對於大學運作而言，是一項重要經營策略。綜合上述專家學者意見及研究者在高等教育服

務的實務經驗，本文所指之大學策略聯盟係指：「大學間為了某種策略目的，立基於資源依賴、

組織學習、資源基礎、交易成本等理論基礎上，在課程教學、研究、設備、人事等資源上，達

到交換或共享資源的境地，藉以對聯盟學校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提升學校辦學績效之合作

模式稱之。」 

 

參、大學策略聯盟理論基礎 

有關大學策略聯盟之所以存在與運作的理論基礎，可從交易成本理論、資源依賴理論、

組織學習理論、資源基礎理論等角度切入，探究大學策略聯盟機制的運作。以下，針對此四

項理論進行論述如下： 

一、交易成本理論 

交易成本理論(Transaction cost theory)係屬於新制度經濟學，其基本觀念來自 Coase

於“The Nature of the Firm”一書，其認為組織採取不同治理方式的原因，決定因素在於

哪種方式的交易成本相對較低(許惠珠，2003)。對於組織而言，交易成本的降低，正意味著

獲利的增加。從交易成本的觀點探究策略聯盟的運作，主張策略聯盟係為：組織雙方(或多方)

為獲取某種特殊經營資源，所採取非市場導向的交易方式(葉匡時、蔡敦浩、周德光，1993)；

欲合作的學校會去計算，當預期策略聯盟所付出交易成本大於合作後所得的預期利益時，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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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合作則無法成立，反之若預期效益大於付出成本，此策略聯盟即可成立與運作；舉例來說，

當學校策略聯盟無法有效降低學校的教育成本，或是分攤學校人力、經費，或是提升學校聲

望，或是對研究成果有所助益者，此一策略聯盟便難以成立與維續。 

二、資源依賴理論 

資源依賴理論(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已成為策略管理與組織理論中最具影響力

理論之一(Yeh, Lin, Chang, Su, & Huang, 2017)。該理論主張：組織存續與否取決於是否

能從外在環境中，獲得關鍵性資源，從而減少組織的不確定，因此組織必須從外在環境獲得

資源，並且與環境中的實體相互依存(Qian, Ma, & Miao, 2016)。運用在商業界時，黃國平、

陳邦誠、王明坤(2008)認為：資源依賴理論則是指「廠商必須依賴外部環境的資源，與其連

結才能永續經營」。運用在大學經營管理過程中，策略聯盟的產生與運作，可以是立基於資源

依賴理論下的具體策略。大學與大學之間有著相互依存的關係，從學校外的環境獲得資源，

以降低學校經營管理風險，達到永續經營目標。 

三、組織學習理論 

早在 1953年，Simon 即提出組織學習一詞，強調組織再造與發展的過程(賴協志，2011)。

當組織想要快速或大量引進新技術，增加組織創新能力，獲得、學習夥伴企業的核心或關鍵

技術能力時，組織即可藉由聯盟以進行無形知識的學習與移轉，此即是組織學習的一種展現

(黃國平、陳邦誠、王明坤，2008)。組織學習並不僅僅是組織內成員學習的總合，而是以組

織為整體的學習，當成員的離開對於組織學習能力並不會減弱。在組織學習過程中，最常見

類型為：雙迴圈學習（Double-Loop Learning）和單迴圈學習（Single-Loop Learning）。二

十一世紀後，組織學習理論更廣為擴展，與知識管理和知識經濟相結合，在各領域中廣被使

用(吳明烈，2003；賴協志，2011)。策略聯盟有助於組織之間的學習，是一種跨組織學習方

式，藉由合作過程獲得集體知識(Larsson, Bengtsson, Henriksson, & Sparks,1998)。對於

大學策略聯盟運作而言，學校與學校之間的合作，即是一種組織學習的展現，藉由聯盟合作

的展現，發揮組織學習功效。 

四、資源基礎理論 

資源基礎理論（Resource-Based View）最早在 1984年，由 Wernerfelt 提出「資源基礎

觀」一詞，主張從資源角度來從事公司策略的決策，甚於用產品或是市場觀的角度為宜

(Wernerfelt, 1984)。之後，經過修調與轉化，成為現今在思考組織決策過程中重要一支。

從資源基礎理論角度來看待組織運作，當廠商擁有稀少、專屬以及難以模仿的資產和能力時，

可以為公司創造和維持競爭優勢(黃國平、陳邦誠、王明坤，2008)。對於大學而言，策略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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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合作契約締結，即可能受到資源基礎理論的影響，藉由合作方式獲得獨特差異力，以勝過

策略聯盟外的其他學校。 

 

總而言之，從不同理論角度切入，可以締結出不同大學策略聯盟的合作類型，可以是屬

於組織學習模式的策略聯盟，可以是發揮資源互補與依賴功能的合作模式，亦可以是立基功

利的交易成本理論的策略聯盟類型。 

 

肆、臺灣的大學策略聯盟運作狀況 

策略聯盟型態依其分類方式不同、使用場域不同，而有不同類型呈現；葉匡時、蔡敦浩、

周德光(1993)等人從交易成本切入，以技術、市場及製造型三種，區分成五種類型的策略聯

盟：市場/技術型、技術/技術型、技術/製造型、市場/市場型、市場/製造型。若單探究教育

領域，亦有不同的策略聯盟分類方式；如秦夢群、黃麗容(2007)立基於吳清山、林天祐分類

方式：垂直式、水平式、混合式策略聯盟基礎上，提出適用於學校的三種類型：垂直型、水

平型、跨業聯盟型；何金針、紐方頤(2009)則聚焦於大學策略聯盟，指出有垂直式、水平式，

亦有不對稱聯盟、合作型聯盟的大學策略聯盟運作類型。 

目前，國內大學策略聯盟類型眾多；在技職體系中，有依照地理位置相近而成立的策略

聯盟運作，如：「南區技專校院校際整合聯盟」的成立，各校發展特色專長，分別成立圖書設

備委員會、產官學研委員會、校園活動委員會、國際合作委員會、招生宣導委員會及陸生招

生宣導委員會，建構各校研發人才資料庫等促進資源整合分享交流、強化產學合作互動平台

或機制(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2015)；此外，亦有北區與中區技術聯盟學校成立，提供課

程、師資與設備等的交流與分享。 

在一般大學部分，亦推動著不同類型的大學策略聯盟，期能達成 1+1 大於 2 的效果。如

前述所論及的 2008年「臺灣聯合大學系統」、2012年成立的「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外，2014

年即簽定合作意向書，於隔年成立「國立臺灣大學聯盟」，亦是充分藉由地利之便，發揮互補

功效大學策略聯盟最好的實例之一。 

除了國內大學間的策略聯盟運作，及其與國外大學之間的合作外，兩岸獨特的政治關係，

亦造就蘊涵政治議題的大學策略聯盟運作。隨著與中國大陸學術交流日益密切，加上中國大

陸近幾年來經濟發展蓬勃，吸引世界各國人才匯集，對臺灣境內的大學而言，與其建立策略

聯盟合作可以發揮互惠互利功效，因此開始進行不同程度的策略聯盟合作。目前，常見的是

互簽校級合約，進行交換學生協議，此一運作模式多以姐妹校方式簽訂合約，未觸及較深入

的合作機制。除交換學生機制外，許多臺灣的大學開始推展更為實質的合作模式，如：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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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與北京大學訂有交換學生的協議書外，更擴及合辦學生社會服務計畫、辦理雙學位

計畫、策略性合作研究協助、共同開發 MOOC 課程、接受互訪教授計畫、創新創業合作意向書，

甚至進行兩校教授交換計畫(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事務處，2019)。此外，亦有院與系級之間，

各自簽訂策略聯盟合作項目，種類龐雜，礙於篇幅在此不再深究。 

綜而言之，目前國內大學所進行的策略聯盟類型，主要可以區分成三大類：  

1. 垂直型：此一類型係指大學與其他教育階段學校的合作模式，如：國立中山大學與中南

部 21所高中間所締結策略聯盟，進行實質資源交流，除了可以對高中端提供課程、教學

及其他面向的協助，亦有助於該大學社會責任的落實(國立中山大學，2011)。 

2. 水平型：此一類型顧名思義，即是大學與大學之間的合作模式。可以是境內大學之間的

對等合作，亦可以是跨國性的策略聯盟合作。臺灣境內的聯盟方式，如：國立臺灣大學

系統、臺北聯合大學系統、以及臺灣教育大學系統等。隨著國際化與跨國性大學合作模

式的興盛，國內許多大學亦與臺灣以外的大學進行聯盟合作，甚至是以系統對系統的大

規模合作類型運作著，如：臺灣綜合大學系統於 2016年與德國理工大學聯盟簽署合作備

忘錄，結合兩大聯盟之研究及教學能量，推動學術人才交流與國際合作，寫下台灣國內

大學系統與國外知名大學系統聯盟合作的先例(成功大學，2016)。 

3. 跨業合作型：此一類型主要是大學端與非教育產業之間的合作模式，如逢甲大學為積極

推動產學合作與促進產業發展，有效運用雙方資源，建立產業界與學術機構之合作關係，

推動學校與產業界的聯盟合作類型，合作事項包括：諮詢顧問、技術交流與產學專案、

在職進修與人力培育及回饋捐贈等(莊富安，2016)。 

 

伍、大學策略聯盟研究與實務運作趨勢 

綜合分析近十年來國內外與本文相關之研究成果後，提出幾項大學策略聯盟研究發展與

實務運作之現況與趨勢分析： 

一、國內策略聯盟研究以商業領域為主，教育類策略聯盟研究開始成長 

策略聯盟在實務界運用甚為頻繁，有運用在 IT產業(Kang, Han, & Shin, 2014)，有運

用航運業(Solesvik & Westhead,2010)，亦有醫療體系間策略聯盟運用研究成果產出(Osborn, 

Madnick, & Wang, 1989)。隨著策略聯盟運用越來越廣泛，相關研究成果產出亦是同等豐碩。

隨著大環境的改變，市場競爭機制影響到各行各業經營管理模式，教育產業亦受到影響，並

且大量修調商業領域理論與實務作法，移植運用在教育領域之中，策略聯盟即為其中的一例。 

策略聯盟運作相關研究成果，隨著策略聯盟實務運作日益蓬勃，而有研究成果的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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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怡如(2016)從人才培訓策略聯盟角度切入，從財務、營運、組織效能三面向作為衡量策略

聯盟績效之測量指標，在財務性方面，從投資報酬角度切入，包括：對於課程發展、訓練教

材、軟硬體設備成本投入的滿意程度、對於人力資源品質提升與節省成本的狀況；在營運面

向，重視合作穩定性，包括合作雙方是否可以充分掌握合作進度、對於彼此責任與承諾的實

踐度；在組織績效面，重視滿意度與目標達成，包括：對於提升之知識與技術的滿意程度、

對於合作夥伴間進行的培訓課程與師資交流的滿意程度、對於提升市場競爭力之程度狀況、

是否能達到組織既定目標、對於策略聯盟是否能有效滿足人才需求等績效指標。 

目前國內有關策略聯盟研究，主要還是集中商業領域；隨著教育領域競爭強度白熱化，

市場化下的高等教育不得不思考跨域採用企管界的理論與策略，策略聯盟亦開始在大學教育

領域獲得實踐的場域。在國內，近年來以高等教育為場域，進行策略聯盟相關研究者日多。

鄭勝耀與蔡清田(2008)以「師資培用策略聯盟可行性指標之研究」為題，該研究主要在探索

因應人口結構少子化與異質化趨勢下的臺灣，其在師資培育大學、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以及學

校教學現場三者之間的合作關係，最後提出推動師資培用聯盟時的 5 項重要策略、2 項可行

策略與 7項較有疑慮策略作為建議。 

其次，洪銓璟與張訓譯(2018)以「我國大專校院策略聯盟之研究：以『北市大』與『北商

大』之策略聯盟為例」為題，以「臺北市立大學」與「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策略聯盟為研究對

象，藉由訪談探討兩校間策略聯盟之實施過程，發現：兩校間藉由策略聯盟進行跨領域學程

的開設，與各項學術資源之整合，有助於促成兩校彼此間功能的互補，達到提升雙方競爭力

與培養學生多元思維與跨領域之就業能力。此外，如：秦夢群、黃麗容(2007)撰寫的「學校

實施策略聯盟之研究與展望」、葉連祺與張芳敏(2016)「兩岸大學 EMBA 國際學程策略聯盟之

分析」、何金針與紐方頤(2009)「全球化下台灣高等教育策略聯盟之因應」、吳金香、張茂源

與王昇泰(2008)「開啟學校經營新契機―策略聯盟」等研究成果。 

二、立基於組織永續經營與資源觀點，大學策略聯盟實務運作正蓬勃 

誠如前述，源自於商業領域的策略聯盟機制，已在教育領域中受到重視，而高等教育階

段之競爭強度更甚於中小學教育階段，在合作範疇、彈性與必要性上，更顯必要。目前國內

大學之間，或是與中國大陸大學之間所進行的策略聯盟運作，多是立基於資源共享與互補需

求，期望可以獲得更好的大學排名，提高學校競爭力，達到組織永續經營目標。為此，目前

在大學實務運作中，策略聯盟的使用已經蔚為風潮。在高等教育資源有限的現今，策略聯盟

合作是學校得以永續經營的關鍵因素(Thomas, 2014)。 

在高度資本化的美國大學發展過程中，有目標性的合作模式，有助於合作學校間辦學成

效的提升，加州系統模式、德州系統模式、紐約系統模式等，藉由制度契約與規範，集體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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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式，達到資源共享、提升學校競爭力的目標(曹翠英，2006)。在亞洲地區，各國的高等

教育發展過程中，亦有策略聯盟發揮功效的實例，由東京醫科齒科大學、東京工業大學、一

橋大學、東京外語大學組成的大學聯合組織，達到聯合領域課程的提供、學分互認、學位聯

合的目標(曹翠英，2006)。國際上，大學策略聯盟已成為常態，跨校的合作與學習成為提升

學校競爭力的重要策略。 

在台灣，大學間合作模式與頻率，隨著教育領域市場化與國際化強度日盛，為達到資源

共享、互蒙其利的目標，除了進行境內大學之間的合作外，更加強與國外大學進行實質性策

略聯盟合作，跳脫傳統姐妹校或是名義上的合作模式。「南區技專校院校際整合聯盟」結合各

校特色，成立各種委員會，加強交流互動；清大、交大、陽明、中央等大學組成「臺灣聯合大

學系統」，落實教學、研究、行政資源整合與國際事務合作；成大、中山、中正、中興等大學

組成「臺灣綜合大學系統」，進行跨校選課、聯招、共辦活動等合作事宜；國防大學與中興大

學簽定策略聯盟合作協議資源共享等，皆為大學策略聯盟運作實例。 

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為例，其與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合作，三所大學的地

利之便，加上三類學校性質的歧異，更能發揮資源互補效果；三校所成立的「國立臺灣大學

系統」，係以發展成為世界頂尖聯合大學系統為最終目標，合作過程中，亦能達到資源整合共

享、擴大會服務與貢獻、強化教師研究與教學能量，並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的合作效益。

三校所推動的大學系統，除了共享資源，如分享三校圖書資源、電腦網路、交通車、會議場

地、運動設施外，亦在停車與商家折扣上，提供更大的合作效益。而在學生方面，亦力推跨

校修課、學分學程相互承認，可共同參與國際文化交流等活動機會。在教師方面，積極推動

三校教授共聘或跨校合聘、共同貴重儀器中心使用權、建置產學技轉媒合平台、跨校華語教

學資源整合、學術研究成果資訊交流平台等更多資源共享等實質性合作內容。整體而言，三

校的合作模式，期能達到：整合資源，達成教研卓越；提升國際知名度與競爭力；強化社會

服務能量；學習活動更為多元，拓展學生學習視野；校園空間在地延伸，利於地區發展功能

(國立臺灣大學系統，2018)。此一合作模式，亦可以作為國內其他大學或相關機構運作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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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產出二】 

為了讓研究成果更具影響性，也讓研究計畫之執行與完成越完整與全面，故本次研究計

畫之執行過程，除了進行期刊論文體例的撰寫發表外，最重要成果之一，即是研究者利用文

獻分析與文件分析…等資料蒐集與分析方式，完成以「大學策略聯盟運作」為主軸之專書形

式呈現之研究成果撰寫。茲將本書之主要架構說明如下： 

 

全書共分成四大篇，第一篇為大學策略聯盟相關理論篇，從臺灣大學校院的發展狀況談

起，之後說明大學策略聯盟的意涵與功能、相關理論及模式、運作等內容，以作為後續章節

內容之基礎。第二篇為國內大學策略聯明實務運作篇，選擇國內第一個正式成立的台灣聯合

大學系統、運作數年且有實質成效國立臺灣大學系統，與性質相似所結合的聯盟—臺灣教育

大學系統，共計 3 個實務運作案例進行介紹。第三篇國外大學策略聯盟實務運作篇，選擇大

學合作模式多元的美國與加拿大，還有鄰近的日本為對象，每一個國家各介紹 2 個大學策略

聯盟實際案例的運作，從國家現況切入，論及聯盟系統的運作與成效，最後提出對臺灣教育

的啟示。第四篇大學策略聯盟研究狀況與未來發展趨勢，立基於前述各篇章的內容，本篇從

學術研究角度與未來發展趨勢切入，說明大學策略聯盟研究狀況，並融合前述內容，提出研

究者對於大學策略聯盟的迷思與趨勢之見解。茲將本研究成果之架構圖示如下： 

 

 

 

 

 

 

 

 

 

 

 

 

圖 1  研究成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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