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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主導邏輯觀點下的大學社會實踐價值共創：社會投資報酬率指標評量機制雛型

摘要
在服務主導邏輯的系統觀點下，大學扮演著教學、研究等知識服務系統。
然而，我國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過程，往往存在績效大於社會責任的現象。
本論文根據清華大學過去執行教育部試辦期 USR 計畫的受挫經驗，歸納大學
實踐社會責任的主要困境；以服務主導邏輯觀點，整合國內外關於大學社會責
任實踐經驗與資料，設計一套含模擬案例腳本、30 項社會投資報酬率指標、
評量機制；由六位來自不同學院，具備相關經驗的教師，經兩輪德菲法進行
30 項指標修訂，完成適用於大學社會實踐的即時評量機制，具有即時揭露計畫
當下效益與成本的潛力。期許這套評量機制在未來能夠更趨成熟，提供各大專
院校之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團隊在執行過程中一個更具有脈絡的即時回饋方式。
關鍵詞：社會投資報酬率、大學社會責任、指標、即時評量機制、服務主導邏
輯

Abstract
Using the lens of Service-Dominant Logic (S-DL), universities play the role of
knowledge service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the regions they are located. However,
many universities care performance more than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is paper
concludes the dilemma of USR 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 of an early terminated
USR project led by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then, we used contextual inquiry
method with the S-DL to create a simulated scenario, 30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 indicators, and test mechanism for USR projects; finally, we revised these 30
SROI indicators by two rounds of the Delphi Technique with 6 experienced
professors from NTHU to complete the SROI based assessment mechanism, which
shows a great potential for real-time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ative cost and benefit of
USR projects. We anticipate this mechanism grow mature that provides a real-time
assessment mechanism for universities to practice USR projects and courses.
Keywords: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 Indicator, Real-Time Evaluating Mechanism, Service-Dominant
Logic (S-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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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 為近 20 年來全
球各國大學所關注與發展的項目。USR 的概念轉型於企業社會責任 (CSR)，將
大學視為有義務回饋其所在地方與社會的組織，以其所能提供之高等教育做為
途徑，培訓學生以滿足各項社會需求 (Vasilescu et al., 2010)。這些概念發源自
1998 年巴黎所舉行的世界高等教育研討會 (World Conference of Higher Education)，
並於 2009 年寫入波隆納進程 (Bologna Process，見 Wächter, 2004)，成為歐洲各
大學所共同發展之長期目標。儘管某些大學依然不情願(reluctant)接受這樣的改
變，許多歐洲的大學正嘗試提升學生因應社會需求的各項素養與能力。在聯合
國發布永續發展指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United Nations,
2015) 之後，各大學更加確信它們有責任相互合作，以面對世界所存在之經濟、
社會、文化、環境等層面的挑戰，並找尋使促進世界更加公平、正義、和平與
永 續 的 解決方 案 。 在這樣 的 背 景下， 大 學 社會責 任 網 絡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Network, USRN) 於 2015 年成立，成為一個構想、資源、實踐交
流的全球性網絡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Network, 2015)。
因應全球對 SDGs 與大學社會責任的重視，我國教育部鼓勵大學在區域創
新發展的過程中，扮演更關鍵及重要的地方智庫角色，故整合深耕計畫資源於
2017 年試辦「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 計
畫)。並於 2018 年於「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中以「善盡社會責任」為四大目標
之一，鼓勵各大專校院可另提附冊「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以「在地連結」
與「人才培育」為核心，以人為本，從在地需求出發，並透過人文關懷與協助
解決區域問題之概念，善盡社會責任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8)。至 2020 年
止，教育部所支持的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共有 13 件深耕型計畫、65 件萌芽
型計畫，以及 142 件種子型計畫等 220 件計畫，引動了 114 間大專院校參與 (今
周刊，2020)。大學社會責任的發展歷程可謂「走出象牙塔」的歷程，如同企業
投入所掌握的專業技術、資金、資源回饋社會一般，今日的大學亦積極地找尋
大學本身與社會議題的連結，藉其教學與研究的優勢，實踐社會責任。
在諸多大學更加願意投身於社會責任實踐的過程中，無論在機制面或執行
面，也都揭露了許多困境。根據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所整理之成果專
輯 (郭耀煌，2019)，發現能夠具體呈現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精神的計畫團隊，在
參與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之前，大多都具備多年的場域經營經驗。在大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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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計畫團隊對於場域的現況掌握完整，能夠在梳理經年累月的場域議題之後
提出不落窠臼的解方。在場域中，這些計畫團隊能夠與在地利害關係人建立長
期關係，因此得以深入在地生活，探究社會議題之核心。
上述兩者本應為相輔相成之機制，然而，在當前的機制之下，許多困境因
應而生，其中最主要的困境之一，即是大學為滿足計畫成果的績效主義。根據
教育部所公布之第二期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徵件辦法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
推動中心，2019) 以及計畫執行過程之相關機制，可發現分年核定經費、不定
期實地訪視、每月 USR 行事曆登錄等評核機制。由於當年度之評核成果會直接
影響該大學下年度所獲得的補助情形，因此該大學若非在參與大學社會責任實
踐計畫之前就累積豐厚經驗，則僅剩投入現有課程一途能夠在單一年度的評核
區間內產出「成果」，例如參與課程數、投入學生人數、學生學期專案作品。
投入既有課程無疑能為場域提供擾動因子，許多場域或社區在與大學互動
之初也抱持歡迎與開放的態度。然而，計畫成果評核而產生的績效壓力之下，
教師往往需要在為期 18 週的學期中，傳授學科知識、帶領學生認識場域、交代
學生進行田野調查、要求學生找尋指定場域中的某些議題做為期末報告主題。
這樣的時程壓力下，學生浸潤於場域的總時數普遍不滿一週，因此所能提出的
專案深度極其有限。再者，學期結束的寒暑假時間，鮮少學生願意延續修課期
間的行動。以在地利害關係人的觀點，通常則是在短時間內同時面對數十位學
生的來訪，詢問類似的問題、要求提供某些程度的配合（如接受錄音錄影、提
供店面擺放宣傳品、出席成果展示活動等）
，而絕大多數的這些學生將會隨著課
程結束而從此消失無蹤。
吳佩旻 (2019) 即揭露在部分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中，大學為滿足課程
需求、為學校妝點成績，並未解決問題，反倒對當地社區造成困擾的現象。同
時，根據本研究團隊以 2017 年國立清華大學參與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試辦期
（後簡稱 USR 試辦期計畫）的 17 門課程、超過 300 位學生之研究，透過課程
進入場域的學生對「認為 USR 計畫有助於場域各方面的發展」、「參與 USR 計
畫是否有助於提升專業能力」
、
「是否推薦其他同學參與 USR 課程」等指標的回
應均呈現負面結果。根據當前國內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的相關機制而
言，投入既有課程為執行計畫的一大重點。因此，如何增進這個過程的效率，
降低大學、學生、與場域之間的張力，將有助於促進大學社會責任的實踐。
根據本研究團隊針對國立清華大學執行 USR 試辦期計畫的調查，參與該計
畫的所有課程都在年末時整理、統計各項執行成果、訂定執行績效。後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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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的內容，亦圍繞於清華團隊如何與教育部溝通，嘗試說服評核方接受大學
所訂定之執行績效。在這樣的過程中，計畫架構中的主要行動者：在地利害關
係人、參與課程的學生、執行計畫的專案人員的角色相對模糊。在討論大學如
何透過投入課程進行社會責任價值共創時，一個合適的系統觀點將有助於後續
的研究。
以 USR 的前身 CSR 為出發點，討論企業與其相關網絡的服務主導邏輯
(Service-Dominant Logic, S-DL; Lusch & Vargo, 2014) 非常適合用於分析大學在
實踐社會責任時所應當扮演的角色。若將某個區域視為一個龐大且複雜的服務
系統，大學在其中則可提供該區域「知識」、「教育」的服務 (Chen & Lin,
2018)。在這樣的系統中，大學投入課程的目的是將本身的知識與場域議題做連
結，以及培育熟悉場域議題、並具備相關專業的學生，做為場域未來的行動者
(郭耀煌，2019)。如同教育體系之於學生，大學在實踐社會責任的過程中，主體
性也將回歸場域本身。無論是大學、課程抑或學生本身，對於場域原生的社會、
經濟與環境脈絡而言，相較於「指導者」的角色扮演，更像是「夥伴關係」的
角色。經營夥伴關係將是個長期的「過程」
，本研究團隊認為能夠即時對這個過
程中所產生的各種因素進行反映，是目前大學實踐社會責任的過程中較為缺乏
的環節。
因此，一套能夠即時檢視各項行動所產生影響的機制，將有助於大學團隊
評估後續的決策。有別於過去於每一個計畫年度之末進行評估，過去以參與課
程數、投入學生人數、學生學期專案作品等常見指標的評量並無法沿用，找尋
其他可 行的指標成 為必要之舉 。因此，社 會投資報酬 率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 Social Value UK, 2012) 的概念可以作為發展這套反映機制的
參考。這是一個由傳統僅衡量財務的「投資報酬率」所衍生出的概念，將「非
財務面」的成本投入、回饋與報酬一併納入考量，例如學生志工時間成本、社
會信任感、環境永續性等。
社會投資報酬率的概念如何引入，優化既有大學社會責任評量機制的不足
之處？本研究以國立清華大學執行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的經驗為例，描述其
從 2017 年參與 USR 試辦計畫至今，歷經提案失敗、分析問題原因，並透過服
務主導邏輯觀點發展社會投資報酬率評量機制，持續推動大學社會實踐價值共
創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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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一、 服務主導邏輯觀點
欲研究大學社會責任的實踐過程，則必須建立相應的系統觀點。本研究採
用服務主導邏輯 (Service-Dominant Logic, S-DL) 做為議題討論的系統觀點。服
務主導邏輯於 2004 年由 Vargo 與 Lusch 兩位學者提出 (Vargo & Lusch, 2004)，以
10項基本前提 (foundational premises) 構築一套與商品主導邏輯 (Goods-Dominant
Logic, G-DL) 有所區別的系統價值體系。最初的 10 項基本前提經過 2008 年的修
正之後愈臻成熟 (Vargo & Lusch, 2008; Lusch & Vargo, 2014)，納入組織發展相
關論述，將研究焦點由企業間的互動聚焦為討論行動者間 (actor-to-actor) 互動
所創造的價值 (Vargo & Lusch, 2011)，並以 2016 年提出的第 11 項基本前提深
入描述行動者創造價值以推動組織發展的模式 (Vargo & Lusch, 2016)。該觀點
可作為宏觀尺度上之經濟、環境、社會層面永續發展研究應用 (Vargo & Lusch,
2017)。服務主導邏輯系統觀點相關的研究包含企業與顧客的關係經營 (Merz et
al., 2009; Peltier et al., 2020)、服務創新與設計過程中的行動者關係互動 (Nam &
Lee, 2010; Marufu & van der Merwe, 2019)，以及社群媒體與電子商務中之行動
者間的關係建構 (Cellary, 2015; Singaraju et al, 2016)。在這些文獻中，試圖研究
的對象相較於常見的「組織」
、
「價格」
、
「成果」
，更加著重在「行動者」
、「價
值」、「過程」上，本研究將以這個系統觀點做為分析時的依據。
在應用服務主導邏輯的研究中，使用「價值共創」的系統觀點提供研究者
探討組織、網絡、市場的發展與變遷時的架構，並將資源分為對象性資源
(operand) 與操作性資源 (operant)。對象性資源較為具體，通常會需要對其進行
某些行動才能夠產生價值，以大學社會責任實踐過程為例，場域中的農產品、
地方頭人所掌握的史料、學生的成果報告等都可被視為對象性資源。操作性資
源則是種動態的資源，需要行動者本身的專業或技術將對象性資源轉化而產生
價值，例如引動在地小農舉辦市集、推廣在地文史的體驗活動、學生透過學習
歷程與在地居民建立信任等，都是過程中所投入的對象性資源。這樣的觀點能
夠用來解釋場域中所發生的互動與交易行為，例如來自大學的社會責任實踐團
隊嘗試提出大學本身的專業與技術，吸引在地利害關係人共同合作推動某項議
題發展，即是服務主導邏輯所強調「價值創造」的過程。服務主導邏輯的應用
建立在多項前提 (foundational premises) 之上，本研究由 Vargo & Lusch (2016)
中摘錄出數條可用以分析大學社會責任實踐過程的前提，並將之以大學社會責
~422~

中山管理評論

任實踐的情境改寫如表 1。
表1 服務主導邏輯前提應用於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的情境
前提內容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情境應用

FP 1 服務是交換的基本要素。

大學透過投入學術專業與在地利害關係
人的在地知識交流的過程，即是服務。

FP 3 商品是提供服務的遞送機制。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過程中所投入或產生
的具體資源（如資金、提案）都是傳遞
各項服務的機制。
FP 6 受益者(顧客)永遠是價值的共 接受資源的一方（通常是在地單位）在
同創造者。
大學實踐社會責任的過程中也是共同創
造者（夥伴關係）。
FP 7 企業本身不能提供價值，而是 大學本身並不能直接提供價值（提出改
提出價值主張。
變）
，而是提出價值主張（提出願景）
。
FP 9 所有經濟與社會交換的行動 參與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的大學師生
者，都扮演著資源整合者的角 與在地單位，都扮演著資源整合者的角
色。
色。
FP 10 價值是受益者獨特地從現象 每個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的參與者在
上評定。
實踐過程中所得到的價值都是獨特的，
在不同的情境之中由受益者所評定。
FP 11 價值共創與行動者形成組織 透過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大學與場
的過程密切相關。
域共創價值的過程，即是與在地行動者
重新形成價值網絡的過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這樣的觀點下，某個區域可視為一個龐大且複雜的服務系統，大學在其
中則是提供「知識」、「教育」的服務做為操作性資源。在這樣的系統中，大學
投入課程的目的是將課程本身所提供的知識與場域議題做連結，創造一個情境
讓參與的師生、在地單位能夠各自獲取價值，同時提供在地利害關係人對未來
發展的想像與願景，間接推動在地議題的發展 (Chen, & Lin, 2018)。大學社會
責任的一個重要精神是「讓學生在計畫場域的實踐過程中，激發創意與專業熱
忱，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並為地方社區與產業培養符合實際發展需求的人才」
。
依此，服務主導邏輯的價值共創觀點下，學生既是服務的接受者也同時是提供
者：學生藉在地的場域與相關議題進行知識與技能學習活動，同時亦投入時間
與專長，將大學端的資源帶入在地供議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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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個案之清華大學失敗案例經驗（見第三章「研究背景」部分）
，即是
大學團隊抱持著「大學要來幫助在地」的高位思考，忽視雙方價值共創的重要
性，以致消耗過多社會資本而引發在地單位反彈。這樣的現象亦同時存在於國
內不同計畫場域，故以注重價值共創的服務主導邏輯觀點做為本研究之背景架
構，能夠較為全面地分析、討論各行動者所提出與需求之價值主張。

二、 社會投資報酬率
在過去的研究中，很難在質性與量化的方式中尋求一個較為同調 (coherent)
的方式來評量社會實踐所產生的「價值」
。具體的產品或是利潤是量化研究中常
見的指標 (例如：Tsai et al.; Ordanini & Parasuraman, 2011)，而諸如感受、理解
等認知導向的指標則常用以評量質性研究成果 (如 Andrews, 2011; Sun et al.,
2012)。無論是何種指標，其目的都只針對成果進行評量，若要評量實踐的過
程，則必須導入社會投資報酬率 (SROI) 的概念。
社會投資報酬率的概念來自經濟學上的投資報酬率 (ROI)，是個用來評量
行動效益的指標，針對特定目標來降低其成本計算過程中的不對等，除了所投
入的金錢成本效益之外，亦將時間、環境、社會成本與效益一併納入計算
(Social Value UK, 2012)。以一個選用在地食材，成立「在地食堂」的案例為例，
當中存在空間設備、雇用員工、食材消耗等我們所熟悉的金錢成本，同時也存
在垃圾處理、廢水排放等社會成本；在效益方面，這個在地食堂除了餐點收入
之外，為當地提供了健康的餐點、減少了食物運送的碳足跡，凝聚了作物生產
者對故鄉的認同感，將這些成本與效益同時進行評估，即是社會投資報酬率的
概念。
在社會投資報酬率的評量過程中，諸如「認同感」之類的無形 (intangible)
價值在實務上可以使用量表加以量化評量，或是受訪者對某個故鄉議題產生態
度轉變的質性訪談資料加以佐證。對於這樣的過程，社會投資報酬率提供了一
套評估其成效的方式。Social Value UK (2012) 則針對社會投資報酬率的評量提
出了六個步驟的操作方式（表 2）
，同時採用典型的本益分析方式將社會價值以
財務代理指標 (proxy) 進行貨幣化 (monetize)，例如：Trotter (2014) 在衡量雇
員的社會投資報酬率時，將不同的受雇狀態分成不同類別，並取其平均工作產
值作為代理變數；或是以參加數次心理諮商之平均花費來回應自我認同成長。
這樣的做法被廣泛應用於研究中，計算研究對象之投資報酬率 (Watson, Evans,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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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評量社會投資報酬率的六個步驟
步驟

說明

1 評估專案尺度並定義 評估社會投資報酬率計算的範圍，並且定義那些人
利害關係人

需要、如何納入評量過程。

2 定義成果

透過與利害關係人互動以建立影響力地圖(impact
map)，定義出投入之成本並賦予其價值，釐清成本
與成果的關係。

3 驗證成果，並賦予其 為資料蒐集過程定義成果的財務代理指標，並且根
價值

據收集的資料賦予成果相應價值。

4 衡量影響力

定義每個獨立的、因團隊介入而產出的成果，定義
出足以計算其影響力的特徵。

5 計算社會投資報酬率

將影響力貨幣化，總結其成本與獲利以計算其淨價
值(net present value)。

6 報告、應用社會投資 對利害關係人報告計算成果，依照這個結果訂定自
報酬率

我改善方案，並與整個社會投資報酬率網絡分享。
資料來源：Social Value UK (2012)

在 2015 年之後，社會投資報酬率在研究中被廣泛的應用，例如衡量公共
衛生投入資源效益 (Banke-Thomas et al., 2015)、建築所產生的社會價值 (Watson
et al., 2016)、在食物市集投入志工的效益 (Classens, 2015)。國內亦有數篇針對
社會企業之商業模式及其影響為主題之碩士論文（如：黃勤真，2017；鄭淙榮，
2019），顯示這套方法用於社會價值研究的可用性。
然而，若要透過貨幣化的方式計算社會投資報酬率，則必須進行至少為期
一年的資料蒐集，對於評量大學社會責任實踐過程而言稍嫌太遲。另一方面，
不同研究團隊所選擇之財務代理指標在回應相關效益時難免出現爭議，例如，
「參加心理諮商是否能確實使研究對象自我認同」之爭議層出不窮。有鑑於此，
研究團隊決定跳過表 2 中步驟 5 的貨幣化計算過程，僅使用社會資報酬率指標
(indicators) 來設計即時評量機制，揭露利害關係人當前所認知之社會投資報酬
率。相較於典型的計算重視「評量結果」
，本研究將目標設定為反映研究對象當
下所認知之社會投資報酬率，是一動態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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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個案背景：國立清華大學推動 USR 計畫之挫折
我國教育部於民國 106 年度 (西元 2017 年) 推動 USR 試辦期計畫，於全國
北區、中區、南區、東區，成立 8 到 10 個由大專校院、產業聚落、區域發展組
織及地方政府所組成的跨界聯盟，盤點在地發展需求議題，發動聯盟內的學校
對接在地文化及產業發展需求以推動 USR 計畫。
國立清華大學遂與中華大學、大華科大合作，以新竹縣橫山鄉大山背區域
為場域，提出「城鄉價值共創與共好」作為計畫主題。這個計劃指出在國內少
子化、高齡化的現況之下，在距離新竹科學園區約 20 公里處的橫山鄉平均所得
與新竹市差距卻高達 5 倍，逆轉城鄉發展失衡是為主要課題。當時的團隊提出
「以城市支持鄉村價值，由鄉村支持城市生活」的城鄉共好目標，奠基於橫山
鄉及台三線一帶所具備的自然與人文條件，以及新竹縣政府、橫山鄉公所、在
地團體、新創團隊的合作共識，規劃結合 35 位教師的專業與教學，形成 11 個
計畫主題，預計每年邀請 1200 位以上來自清華大學、中華大學、大華科大的學
生走進場域，結合大學教師專業深度、青年的創意能量、橫山鄉民的在地智慧，
共同建立「人、知識、資訊、物產、資金」的城鄉價值共創機制，以「大山背
博物館」策展的服務創新來展示城鄉共好的可能性。

圖 1 106 年度清華大學城鄉價值共創與共好 USR 計畫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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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USR 試辦期計畫期程為期僅有八個月，然三校共開設了 17 門課程、
超過 300 位學生在這段期間內進入場域。這樣的執行模式很快就出現了反彈，
根據授課教師、修課學生、在地合作單位、在地居民的訪談記錄，以及當時教
育部訪視委員對計畫所提出之審查意見，可歸納出下列問題：

（一） 參與課程與場域之間主體性混淆
根據進入場域的教師訪談資料顯示，多數課程將既有大綱中的期中作業、
期末專題等內容與計畫結合，典型的做法為指定修課學生以特定場域為目標，
有些課程開放給學生自行尋找合作對象與題目，也有部分課程教師指定學生與
特定的利害關係人合作，試圖發掘並解決某些問題。
然而，前述所「發掘」或嘗試「解決」的問題，在大學團隊短時間介入場
域的過程中並無法深入場域積累已久的問題核心。以在地利害關係人的觀點而
言，即是「他們（大學）都想做一些表面的事，對我們的生活沒有幫助」
。同時，
透過課程所介入的學生專案往往僅限於單一專業，例如管理學相關課程往往會
提出線上行銷專案、藝術相關課程會試圖結合在地特色創作作品。根據授課教
師訪談資料，過半數的課程在進入場域之前即懷抱有「我們（課程）要協助在
地解決特定問題」的觀點，然而，缺少了與在地連結的脈絡以及後續行動，在
該計畫結束後的兩年後，當時所展示的計畫成果並沒有顯著的延續至今日，而
在地利害關係人也反映大學的介入對原本的生活造成困擾。
深究其脈絡，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於，多數參與實踐過程的課程是
「借用計畫場域做為學生學習的情境」
，主體性仍在於最終產出的期中、期末專
案成果，難以對場域存在的議題有所助益。根據針對參與學生的普查結果分析，
僅有兩門課程的學生對專案與場域的關係有所認知，同時也能夠認同大學實踐
社會責任的理念──這兩門課與其他課程的差異在於，授課老師於學期開始之前
即根據大學社會責任的精神重新修改課綱。

（二） 計畫資源影響既有在地互動模式
在這項 USR 試辦計畫中，清華大學、中華大學、大華科大共 17 門課，超
過 300 位學生在半年內進入場域，且大多數集中在學期初的第 4、5 週，以及學
期的末幾週，對於橫山鄉原有社區與居民的生活而言造成了不小負擔，例如，
社區頭人、農民、店鋪都有反映「整天都在接待學生，本來的事情都不用做了」。
同時，課程多有安排相應的出席費、導覽費用給協助計畫進行的頭人，在短時
間內需求量大增的情況下，也有課程反映在地頭人會藉此跟大學團隊討價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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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賺取更高的費用。
另一方面，由於橫山鄉離清華大學有 30-40 分鐘的車程，因此各課程大多
透過安排巴士的形式，批次把學生送至在地。短時間大量的學生讓在地單位疲
於接待的同時，安排巴士的金錢成本、每次往返即耗費 1.5 小時的通勤時間、
大型巴士行駛於山路的潛在風險，在在影響計畫執行人員與參與學生參與計畫
的意願，而這樣的狀況最終導致超過半數的學生對 USR 試辦期計畫的不認同。

（三） 計畫績效優先於 USR 精神
前述個現象的出現，有很大的原因可以歸因於在國內開始試辦 USR 計畫的
初期，清華的計畫團隊並無法定義合適的績效指標。根據授課教師訪談，為了
在半年的執行期之中展示計畫成果，在當時只能朝向投入的學生數量、產出的
專案數量、投入的課程數量、成果展的作品數量等量化指標做規劃。深究這些
量化指標，內容只能凸顯「大學投入多少成本」
，並無法反映這些投入的資源對
授課教師、修課學生、在地利害關係人等行動者產生的影響。無論大學展現的
成果多麼光彩奪目，訪視團隊詢問在地利害關係人時，得到的卻是「他們（計
畫團隊）都在做自己想做的，對我們沒幫助」的回應。
綜合前述問題，清華團隊在 2018 年的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正式
執行期的提案階段即被淘汰。該次挫折也讓清華團隊發現大學社會實踐計畫的
執行並無法以既有研究計畫的績效模式看待，必須發展相應的硬體與軟體機制
來建立與場域的中長期連結，同時針對社會責任實踐的過程進行評量。是故，
清華於 2018 年成立區域創新中心，同時開始這份針對在地實踐型計畫的社會投
資報酬率指標研究。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前置工作始於 2017 年末，根據參與清華大學「城鄉價值共創與共
好」計畫的成員進行調查，目的是找出大學社會責任實踐過程中影響行動者的
關鍵因素。對於參與計畫的授課教師，透過訪談，引導教師對所投入計畫的課
程進行自我評量，並分析該課程與 USR 計畫的契合程度，提出未來持續投入大
學社會責任實踐的資源需求。對於所參與 USR 試辦期計畫課程的學生，由研究
團隊製作問卷進行調查，分為：課程對個人影響回饋分析、計畫活動對個人影
響回饋分析、計畫成效綜合回饋、學生各別回應等四部分。
根據前置階段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團隊於 2018 年開始使用脈絡訪查
(contextual inquiry) 的方式，同時整合我國教育部對國內一般大學的社會責任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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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計畫徵件說明文件內容 (陳振遠，2017)，在 SDGs 的觀點下萃取出每項 USR
重點議題所提出之價值主張，進行後續社會投資報酬率評量指標的設計。在各
個計畫因其背景脈絡不同的狀態下，尚未有一致化的評量模式與指標，使得各
個計畫難以在大學與所在區域的影響上進行可相互參照的評量，因此本研究採
取德菲法 (Delphi Technique; Hsu & Sandford, 2007，又名「德懷術」) 做為訂定
評量模式的方法。根據德菲法的研究步驟，針對擬討論的議題找尋合適專家，
設計獨立問卷請每一位專家獨立評量、修正，待收回所有回應與修正內容之後
進行第一輪彙整，並將修正結果各別寄回給專家，重複進行直到所有專家同意
當前版本的修正結果。本研究經過兩輪的來回討論，在 2019 年下半年透過德菲
法完成評量指標擬定。同時，清華大學經過兩年沉澱後，於 2020 年重新提案，
爭取到 3 件教育部第二期萌芽型 USR 計畫，遂以其課程做為此評量機制之測試
對象。各項研究方法使用之時間如表 3。
表3 本研究各項方法應用時程表
2017

2018

2019

2020

USR 試辦期計畫
USR 第二期計畫
教師訪談
學生問卷
脈絡訪查
德菲法
雛型測試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此評量機制所訂的目標為反映受測的利害關係人於當下所認知的動態社會
投資報酬率。隨著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之課程或相關活動進行，操作此評量
機制可即時揭露利害關係人（通常是課堂學生、在地合作單位、在地居民）所
認知之社會投資報酬率，相較於等到學期或專案結束後才進行評量，能夠提供
決策者（通常是計畫執行團隊、授課老師）更加即時的資訊來對計畫進行調整，
提前避免學期結束後才發現所有投入資源僅為學校妝點成績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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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時間軸橫跨近三年，各項方法之研究對象彙整如表 4。在教師訪談、
學生問卷的前期研究中，本研究團隊邀請參與「城鄉價值共創與共好」計畫的
所有師生協助研究，最終 17 門課程中有 8 位教師願意受訪，參與約 300 位學生
中共有 197 位回覆，其中有 114 份有效問卷。由於部分回應內容涉及針對個別
課程的執行狀況討論，與社會投資報酬率評量指標訂定的過程關聯性較低，因
此這些資料僅做為訂定指標的前置工作。
正式訂定指標所採用的德菲法則是邀請了清華大學校內約 20 名參與過大
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其他在地實踐相關計畫的教師參與，最終則有 6 位老師
完整參與兩輪修訂。測試階段於 2019 年亦發生個小插曲，在社會投資報酬率評
量指標完成之後，研究團隊為優化此評量機制曾邀請位於北部、中部、南部的
不同大學協助進行測試。然而，協助測試的外校教師回覆因各校推動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計畫的文化與做法不同，無法取得足夠樣本進行後續分析，故將之移
除本研究。最後，本研究邀請清華大學校內參與第二期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的課程進行協助，並以其中一門藝術性質的通識課程做為本論文中的討論對
象。
表4 本研究各階段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教師訪談

研究對象

數量

清華大學、中華大學、大 8 位
(回應率 47%)

華科大參與計畫教師
學生問卷

清華大學、中華大學、大 114 位
(回應率 38%)

華科大參與計劃學生
脈絡訪查

備註
參與「城鄉價值共創
與共好」計畫
參與「城鄉價值共創
與共好」計畫

教師訪談、學生問卷、聯 NA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內容、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
中心相關資料

德菲法
雛型測試

清華大學具備 USR 計畫 6 位*

*完整參與全部研究

或在地實踐計畫經驗教師

過程的教師

清華大學參與 USR 計畫 77 位
或在地實踐課程學生

(回應率約 5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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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分析
表 4 所呈現的研究對象對應本研究之分析歷程，分別是「教師訪談」、「學
生問卷」
、
「脈絡訪查」
、
「德菲法」
、
「雛型測試」
，各階段之資料分析方式如下：

（一） 教師訪談
研究團隊針對參與「城鄉共創與共好」USR 計畫的教師，進行半結構式的
訪談，採用 ORID 焦點討論法設計內容 (Stanfield, 2000)。這套方法分為四個層
次進行，依次為：客觀性 (Objective) 問題以釐清課程規劃構想與歷程、反思性
(Reflective)問題以回顧預期效益與實際成果的、詮釋性 (Interpretive) 問題以探
究預期效益與實際成果之間落差、決定性 (Decisional) 問題以引導受訪教師規
劃未來行動並提出資源規劃需求。同時，在訪談中亦加入數個量化問項，請受
訪教師針對題目給予評分。此部分資料多為質性描述，研究團隊分析訪談內容
後撰寫研究報告，並經受訪對象確認、修正後進行匿名處理，做為研究資料。

（二） 學生問卷
研究團隊針對參與「城鄉共創與共好」USR 計畫相關課程與活動的學生設
計問卷，分為「課程對個人」、「活動對個人」、「計畫綜和效益」三個主題。問
卷內容主要使用 5 等的李克特量表 (Likert scale)，依此特性使用順序邏輯迴歸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研究學生對各問項的反應程度。基於保密原則，本研
究僅摘要統計結果，針對各別課程的回應並不公開。

（三） 脈絡訪查
脈絡訪查階段主要的分析過程可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釐清「教師訪
談」、「學生問卷」分析結果的交互影響。此階段中，透過工作會議邀集接受訪
談的教師、參與計畫課程的部分師生出席，以匿名處理後的資料與實際的大學
社會責任實踐經驗進行討論，並賦予報告所呈現的內容「意義」
。在服務主導邏
輯的觀點下，這些被賦予的「意義」即是行動者所感知的「價值」
，因此整合我
國教育部對國內一般大學的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徵件說明文件內容 (陳振遠，
2017)，在 SDGs 的觀點下萃取出每項 USR 重點議題所提出之價值主張。

（四） 德菲法
本研究採用德菲法的操作中，主要從參與研究的專家學者中獲得下列資料：
針對每一項指標合適程度的評分、對於單一指標的修正建議、對於評量機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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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建議。依照德菲法的操作規範，所有參與評量的專家學者在研究期間中須
獨立作業，不得在此研究主題中出現任何交流，因此所有的資料分析過程由本
論文之兩位作者共同完成，並將分析結果以修正後的評量指標、評量機制的模
式，各別回傳給專家學者。這樣的模式不斷重複進行，直到所有專家均同意當
前版本的修訂結果，完成 SROI 指標的訂定。

（五） 雛型測試
在本研究中，雛型測試的主要目標是確認「此評量機制應用於清華 USR 計
畫相關課程的合適程度」
，因此選取數門符合描述之課程，並以其中回應率較高
者做為分析對象。在這個資料分析階段中，主要的資料是：修課學生對於 30 項
SROI 評量指標的反應、修課學生對評量機制的回饋。此外，研究團隊曾規劃跨
校測試，然而，因各校文化、對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的認知等種種因素以致測試
無法進行。前述資料與現象經由研究團隊進行分析，將於本文陸續討論。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歷時近三年，主要的成果可依時間序分為：「前置分析」、「SROI 評
量機制雛型與模擬案例」
、
「SROI 評量指標」
、
「評量機制測試」等四項。其中，
前置分析揭露國立清華大學在 2017 至 2018 年間，嘗試透過課程推動社會責任
實踐的短暫經驗，凸顯發展 SROI 評量機制雛型的需求，並萃取出價值主張做
為機制發展的參考資料。隨著本研究發展 SROI 評量機制雛型，亦同時以前置
分析中所呈現的議題設計模擬案例，做為評量指標測試的情境。隨後，根據所
萃取的價值主張設計的 SROI 評量指標與機制，透過德菲法取得 30 項可實際操
作的評量指標，以此進行評量機制的測試。本節將說明各項成果的詳細內容。

一、 前置分析：清華透過課程推動社會責任實踐的經驗
根據深入訪談研究結果，分析授課教師對課程預期與實際成果落差的討論，
可發現「產出品質」是老師最重視的議題，其次為「未掌握在地脈絡」、「學生
參與度低」（表 5）。關於在地脈絡的討論，有老師歸納「在地人士比較像是靈
感來源，使得學生的設計相較之下可有可無，並非解決即刻問題」之問題，同
樣的狀態也出現在其他課程中，但未被明確定義。分析學生問卷結果，關於參
與度的議題的主要原因是計畫介入場域的時間不足，亦有多位老師反映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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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預期成果與實際成果的落差，8 門受訪課程中僅有 1 門課程是高於預期之
正向落差，其餘均為不如預期之負向落差。
表5 授課歸納課程成果與執行成果落差原因
課程 脫離 未掌握
未解決
性質 橫山 在地脈絡 在地問題
專案

參與 產出 互動
度低 品質 問題

備註
預期中之問題

●

藝術
管理

動機
薄弱

●
●

●

●

●

●

藝術

●

景觀

●

●

●

人文

●

時間不足

●
●

跨課無合作

●

服務

●

交通

●

●

缺少跨課合作
成果高於預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深入分析受訪老師所認知產生此差異的原因，根據表 6 之整理，主要交集
為學生之「應付心態」與「時間不足」上。另外有老師反映學生所參與的 USR
課程重疊，使得「學生在（我的）課上趕其他 USR 課程的作業」。
表6 授課教師分析成效落差原因
課程 課程 系所 外部 應付 資訊 時間 負擔 經驗
性質 性質 制度 氛圍 心態 落差 不足 太重 不足
專案
藝術
管理

其他

●

需要相應學程

●
●

系所課程繁重

●

藝術

●

景觀

●

人文

●

●

USR 課程重疊

●
●

服務

●

交通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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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本研究亦根據訪談資料分析各授課教師因應 USR 計畫所提出之
優勢策略，認為是課程順利進行之關鍵。根據表 7，「參訪」是大部分老師認為
課程順利進行之關鍵，無論是參與 USR 計畫所舉辦具參訪性質活動（如期初共
同參訪、期中開放空間會議）
，或是透過課程自辦參訪，帶領學生進入在地都是
一項重要工作，學生回饋也正向顯示參訪有助於認識在地。
關於與 USR 計畫的互動，半數受訪課程提出「不讓 USR 計畫影響原本課
程主軸與本質」是一大關鍵，因此選擇安排 USR 課堂專案與計畫部分合作，或
是不限制學生提案場域。在課程規劃方面，老師本身對在地的了解是重要因素，
半數受訪老師回應在自辦參訪之前都有先深入在地了解脈絡、掌握在地資源。
在其次是助教特質與實體課綱說明配合活動比重分配，都有助於老師順利執行
課程。
表7 各課程所回應之關鍵策略
課程
性質

USR 計畫互動
部分
合作

不限
場域

專案

●

●

藝術

●

管理

課程規劃

共同 實體 配分
活動 課綱 比重
●

陪
伴

在地 助教 自辦 USR 在
了解 特質 參訪 外部 地

●

●

藝術

●

景觀

●

●

資源

●

●

●

●

●

●

●

●

●

服務

●

交通

●

●

●

●

人文

●

●
●

●
●
●

●

●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SROI 評量機制雛型與模擬案例
根據前述分析，本研究團隊針對教師訪談、學生問卷、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內容、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相關資料進行脈絡訪查，設計一套社會
投資報酬率評量指標 (SROI Indicators) 以及一份包含虛擬的 USR 計畫執行案
例腳本、社會投資報酬率評量指標、評鑑機制說明的模擬情境，做為後續進行
德菲法研究的素材。社會投資報酬率評量指標素材的擬定，整合聯合國永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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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目標 (SDGs) 的社會、經濟、環境等三大發展面向，以及教育部「大學社會
責任實踐計畫」中所提出：在地關懷、產業鏈結、永續環境、食品安全與長期
照護、其他社會實踐等五個關鍵議題，結合清華大學於 USR 試辦計畫中所建立
之基礎。參與教師之訪談結果，如表 8。
表8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關鍵議題之永續發展目標
關鍵議題與內容

社會 經濟 環境

在地關懷

強化區域鏈結，協助在地特色產業發展與轉型。

產業永續

透過產學連結，協助中小企業轉型與提升競爭力。

●

聚焦區域產業需求促成關鍵技術合作開發，帶動產業創
新升級。

●

●

連結區域學校資源，協助城鄉教育發展。

●

發掘在地社區、人文特色、產業發展需求，協助問題解
決。

●

提升區域學校師生創新研發成果在地產業化，增加學生
在地就業之機會。

●

●

●

●

永續環境

連結學校、在地企業與社團資源，協助區域環境再造。

●

透過新科技應用於污染防治和環境維護，開創產學合作
新關係。
藉由實作或參訪過程等安排，讓學生了解永續環境之重
要性。

●

●

●

●

食品安全與長期照護

設立食品溯源管理機制。

●

輔導相關產業建立生產履歷。

●

其他社會實踐

全民共同監督食安等食安五環改革方案，建立食品安全
體系。

●

發展居家、社區及機構的長照服務網。

●

強化提供多元及創新的長照服務。

●

加速長照服務整合、歸人及雲端化的長照資訊系統。

●

提昇長照服務人力培訓及人力資源建置與整備。

●

瞭解社區、聚落面臨困境，找尋學校和合作契機。

●

結合當地各級學校，深入瞭解偏鄉教育困境提供相關協
助。

●

推動社區聚落產業創新，減少人口外流保存地區語言和
人文景觀、文化價值。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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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將 106 年教育部所訂定之大學社會責任實踐關鍵議題，以及其所內含
之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進行對應。由結果可發現，不同的關鍵議題內容所反應
的指標大多有所重疊，可做為後續規劃的依據。研究團隊將這些關鍵議題依據
三大永續發展指標進行分類（So. 社會向度、Ec. 經濟向度、En. 環境向度），
並萃取各項關鍵議題之核心概念進行一般化，擬定 15 項相關的 SROI 效益指標
（表 9）。
表9A. 社會向度SROI效益指標之擬定
價值
教育部擬定之關鍵議題
SROI 效益指標一般化
萃取
 發掘在地社區、人文特色、產業發展需求， 盤點 計畫（或課程專案）團隊完
協助問題解決（盤點/在地狀態與需求）
整盤點實作場域的狀態，找
出場域問題與需求，並發現
 瞭解社區、聚落面臨困境，找尋學校和合
潛在的機會。
作契機（盤點/在地狀態與機會）
 強化區域鏈結，協助在地特色產業發展與 連結 計畫（或課程專案）促成不
轉型（連結/特色產業轉型）
同單位與組織之間的互動，
在實作場域的社會文化與區
 連結區域學校資源，協助城鄉教育發展（連
域發展等議題上產生實質合
結/城鄉教育發展）
作。
 結合當地各級學校，深入瞭解偏鄉教育困
境提供相關協助（連結/偏鄉教育協助）
 藉由實作或參訪過程等安排，讓學生了解 學習 計畫（或課程專案）具有學
永續環境之重要性（學習/永續環境教育）
習性質，參與者能藉以了解
實作場域中的社會文化與區
域發展等議題的重要性，產
生自發性行動。
 提昇長照服務人力培訓及人力資源建置與 建置 計畫（或課程專案）透過知
整備（建置/長照服務人力資源）
識與技術，已建立可實際操
作的物件、體系、方法論、
 發展居家、社區及機構的長照服務網（建
軟硬體系統，促進實作場域
置/區域長照服務網）
的發展。
 加速長照服務整合、歸人及雲端化的長照
資訊系統（建置/長照資訊系統）
 全民共同監督食安等食安五環改革方案，
建立食品安全體系（建置/食安體系）
 強化提供多元及創新的長照服務（創新/長 創新 計畫（或課程專案）透過知
照服務系統）
識與技術，以實作場域原有
的狀態與資源為基礎，以創
 提升區域學校師生創新研發成果在地產業
新的行動嘗試解決在地困境。
化，增加學生在地就業之機會（創新/在地
產業鍊）
 推動社區聚落產業創新，減少人口外流保
存地區語言和人文景觀、文化價值（創新/
在地原生文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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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B. 經濟向度SROI效益指標之擬定
價值
萃取
 強化區域鏈結，協助在地特色產業 轉型
發展與轉型（轉型/在地特色產業）
 透過產學連結，協助中小企業轉型
與提升競爭力（轉型/中小企業）
 發掘在地社區、人文特色、產業發 盤點
展需求，協助問題解決（發掘/產
業發展需求）
 聚焦區域產業需求促成關鍵技術 合作
合作開發，帶動產業創新升級（合
作/關鍵技術開發）
 提升區域學校師生創新研發成果 在地化
在地產業化，增加學生在地就業之
機會（在地化/研發成果產業化）
 加速長照服務整合、歸人及雲端化 整合
的長照資訊系統（整合/服務系統）

SROI 效益指標一般化

教育部擬定之關鍵議題

計畫（或課程專案）已建立產業單位
與大學組織間實質上的連結，並推動
所屬類別的產業發展與轉型。
計畫（或課程專案）的參與者能體察
實作場域的現狀，並透過知識與技
術，發掘場域的產業發展需求。
計畫（或課程專案）與產業單位達成
實質上的合作，進行關鍵技術開發，
以利實作場域發展。
計畫（或課程專案）將大學創新研發
成果在地產業化，增加學生在地就業
機會。
計畫（或課程專案）協助現有系統發
展（如服務、資訊等線上線下系統），
並促進跨系統間之整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9C. 環境向度SROI效益指標之擬定
價值
SROI 效益指標
萃取
 透過新科技應用於污染防治和環境 應用 計畫（或課程專案）透過新科技或知
維護，開創產學合作新關係（應用/
識應用，有利於實作場域環境維護、
污染防治與環境維護）
污染防治、食品安全等永續議題推動。
 設立食品溯源管理機制（機制/食品 機制 計畫（或課程專案）協助建立相關機
溯源管理）
制，有利於實作場域環境維護、污染
防治、食品安全等永續議題推動。
 輔導相關產業建立生產履歷（機制/
生產履歷）
 連結學校、在地企業與社團資源， 連結 計畫（或課程專案）促成不同單位與
協助區域環境再造（連結/環境再
組織之間的互動，在實作場域的環境
維護、污染防治、食品安全等議題上
造）
產生實質合作。
 藉由實作或參訪過程等安排，讓學 學習 計畫（或課程專案）具有學習性質，
生了解永續環境之重要性（學習/
參與者能藉以了解實作場域中的環境
維護、污染防治、食品安全等議題，
永續環境重要性）
產生自發性行動。
 全民共同監督食安等食安五環改革 公民 計畫（或課程專案）促進公民行動，
方案，建立食品安全體系（公民/
全民共同監督實作場域中的環境維護
與食品安全等議題。
食安改革方案）
教育部擬定之關鍵議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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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9 的分析結果，這些關鍵議題通常會影響計畫團隊的執行方向。然
而，現有的評量機制對於大學社會責任實踐過程所產生的許多隱性成本，難以
進行有效的檢視。因此，研究團隊亦根據相關文獻與調查資料，對於每一項價
值主張加以收斂，擬定相關的成本指標（表 10），做為利害關係人自我檢視之
標的。
表10A. 社會向度指標
價值
主張

效益指標

成本指標

關鍵資料來源

盤點 So1: 計畫（或課程專案） So6: 計畫（或課程專案） 盤點為 USR 計畫必經
團隊完整盤點實作場域 所設定議題的尺度過大 的一環，但須設定適
的狀態，找出場域問題與 或過小，無法回應實作場 當的議題尺度（Flick,
需求，並發現潛在的機會 域現況，難以從中找尋有 2010. Ch5 研究問題
。
效率的著力點。
的形塑）。
學習 So2: 計畫（或課程專案） So7: 計畫（或課程專案） 根據 USR 計畫訪談、
具有學習性質，參與者能 的參與者難以從中了解 田野資料，學習性不
藉以了解實作場域中的 實作場域的社會文化與 高的活動會讓大學基
社會文化與區域發展等 區域發展議題，甚至抱持 層參與者感到消耗。
議題的重要性，產生自發 著應付心態參與。
性行動。
連結 So3: 計畫（或課程專案） So8: 計畫（或課程專案） 涉及跨單位合作的行
促成不同單位與組織之 的執行過程中，不同單位 動將產生額外的互動
間的互動，在實作場域的 與組織之間的互動因這 ，可能伴隨著衝突，
社會文化與區域發展等 項計畫（或課程專案）的 甚至演變成利益重新
議題上產生實質合作。 介入而充滿反彈與衝突。 分配(Emerson, 1988)
建置 So4: 計畫（或課程專案） So9: 計畫（或課程專案） 田野資料指出，頻繁
已建立可實際操作的系 的主要成果為雛型、概念 一次性的提案、發表
統或物件（例如設計品、 等一次性提案，發表之後 會降低在地厲害關係
體系、方法論、軟硬體系 難以進一步於實作場域 人對大學的信任感。
統等），促進實作場域發 中落實或再現。
展。
創新 So5: 計畫（或課程專案） So10: 計畫（或課程專案
透過知識與技術，以實作 ）的創新行動無法引起利
場域原有的狀態與資源 害關係人的共鳴，甚至影
為基礎，以創新的行動嘗 響實作場域原有生活樣
試解決在地困境。
貌、引發反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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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B. 經濟向度指標
價值
主張

效益指標

成本指標

關鍵資料來源

盤點 Ec1. 計畫（或課程專案）Ec6. 計畫（或課程專案） 田野資料顯示未了解產
的參與者能體察實作場 的參與者無法透過計畫 業現狀的介入，對在地
域的現狀，並透過知識 參與，深入了解地方產業 單位與計畫本身是資源
與技術，發掘場域的產 的現狀與困境。
的消耗。
業發展需求。
合作 Ec2. 計畫（或課程專案）Ec7. 計畫（或課程專案） 服務主導邏輯提出「價
與產業單位達成實質上 進行技術開發過程並未 值共創」的概念，系統
的合作，進行關鍵技術 與相關單位深入互動，成 中的行動者都為利害關
開發，以利實作場域發 果無法順利應用於實作 係人。
展。
場域之發展。
轉型 Ec3. 計畫（或課程專案）Ec8. 計畫（或課程專案） 大學扮演就近技術支援
已建立產業單位與大學 與產業組織間為單向連 角色，且必須推動產業
組織間實質上的連結， 結（如單方面的事務或勞 創新轉型（教育部大學
並推動所屬類別的產業 務委託），未觸及所屬類 社 會 責 任 計 畫 議 題 內
發展與轉型。
別產業的創新或轉型。 涵）。
計畫資源伴隨造成在地
利益重新分配的風險
(Emerson, 1988)
例如，
「某某店家不過是
靠學校在養」。
整合 Ec4. 計畫（或課程專案）Ec9. 計畫（或課程專案） 田野資料顯示大多數的
協助現有系統發展（如 所創造新的系統（如服 USR 專案產出在計畫或
服務、資訊等線上線下 務、資訊等線上線下系 課程結束後並未延續執
系統）
，並促進跨系統間 統）無法與原有系統整 行。
之整合。
合，且難以永續維護。
產業 Ec5. 計畫（或課程專案）Ec10. 計畫 （或課程專
在地 將大學創新研發成果在 案）之主要成果是透過參
化 地產業化，增加學生在 與者（如教師、員工、學
地就業機會。
生等），或在地單位投入
大量額外工作時間或資
源來達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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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C. 環境向度指標
價值
主張

效益指標

成本指標

學習 En1. 計畫（或課程專案）
具有學習性質，參與者能
藉以了解實作場域中的環
境維護、污染防治、食品
安全等議題，產生自發性
行動。
連結 En2. 計畫（或課程專案）
促成不同單位與組織之間
的互動，在實作場域的環
境維護、污染防治、食品
安全等議題上產生實質合
作。
公民 En3. 計畫（或課程專案）
促進公民行動，全民共同
監督實作場域中的環境維
護與食品安全等議題。

關鍵資料來源

En6. 計畫（或課程專案） 「環境教育法」：運用
的參與者無法發掘實作 教育方法，培育國民瞭
場域中的環境維護、污 解 與 環 境 之 倫 理 關
染防治、食品安全等議 係，增進國民保護環境
題。
之知識、技能、態度及
價值觀，促使國民重視
環境，採取行動，以達
En7. 計畫（或課程專案）
永 續 發 展 之公 民 教 育
的推動過程中，利害關
過程。（全國法規資料
係人直接或間接危及實
庫，2017）
作場域的境維護、污染
防治、食品安全狀態。
En8. 計畫（或課程專案）
的推動無法促使參與者
或其他單位認知公民責
任，重視實作場域中的
環境維護、污染防治、
食品安全等議題。

應用 En4. 計畫（或課程專案） En9. 計畫（或課程專案） 任何類型的 USR 計畫
透過新科技或知識應用， 的執行過程產生額外的 都需考慮環境永續(Lo,
有利於實作場域環境維護 污染與負擔（如一次性 2017)；
、污染防治、食品安全等 垃圾、廢棄物、廢水等） 大型發表活動的環境
永續議題推動。
機制 En5. 計畫（或課程專案）
協助建立相關機制，有利
於實作場域環境維護、污
染防治、食品安全等永續
議題推動。

。

成本。

En10. 計畫（或課程專
案）團隊執行過程違反
既有機制，危及實作場
域的境維護、污染防治、
食品安全狀態。

「環境教育法」：運用
教育方法，培育國民瞭
解與環境之倫理關係，
增 進 國 民 保護 環 境 之
知識、技能、態度及價
值觀，促使國民重視環
境，採取行動，以達永
續發展之公民教育過程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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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這些指標能夠為各種類型的計畫所應用，必須納入多元觀點與經驗。
因此。本研究團隊將表 10 所擬定的指標，搭配草擬的模擬案例腳本：「A 大學
『台灣好心柑』USR 計劃」，交由參與德菲法的老師進行評量，視各專業領域
針對指標進行修正。該模擬案例描述一項以「大學協助在地發展」為宗旨，為
期兩年，致力於推動區域創新與地方創生的 USR 計畫，包含 4 門課程投入場域，
協助發展在地的柑橘種植產業。場域為虛擬的 B 山區，位於距離校區約 30 分鐘
車程（學生騎乘機車則需約 50 分鐘）。由於大眾交通不方便之故，B 山區過去
因未經開發而保留了許多傳統文化與自然生態，卻也存在人口外移老化的現
象。

三、 透過德菲法所修訂之 SROI 評量指標
在整合過往經驗與相關資料草擬社會投資報酬率指標之後，本研究團隊邀
請清華校內具備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或在地實踐計畫經驗的教師進行德菲法
的修訂。在兩年的研究期間中，最終共有 6 位老師完整參與，根據表 10 的內容
進行逐條檢視，以五級的李克特量表（1 為非常不適合，5 為非常適合）做為回
覆，同時問卷中也備有空白欄位供教師直接填入修訂內容（圖 2 摘錄部分內容
以為參考），並將參與德菲法教師的評量結果整理如表 11。

圖2：德菲法問卷設計與教師回應示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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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第一輪德菲法結果
社會向度
So1

So6

So2

So7

So3

So8

So4

So9

So5

So10

A

5

5

5

3

5

5

5

5

5

5

B

4

3

5

4

3

3

4

4

4

4

C

4

4

4

4

4

4

4

4

5

5

D

5

4

5

3

5

5

5

5

5

3

E

5

4

5

3

5

4

4

4

5

4

F

5

3

5

3

5

5

5

5

5

3

4.67

3.83

4.83

3.33

4.50

4.33

4.50

4.50

4.83

4.00

編號

AVG

經濟向度
Ec1

Ec6

Ec2

Ec7

Ec3

Ec8

Ec4

Ec9

Ec5

Ec10

A

5

5

5

5

5

5

5

5

4

5

B

4

4

4

4

3

4

3

3

3

4

C

4

5

5

5

5

2

5

2

5

2

D

4

4

4

4

5

4

3

3

4

3

E

5

4

5

4

5

4

5

4

5

4

F

5

3

5

5

5

5

5

5

5

5

4.50

4.17

4.67

4.50

4.67

4.00

4.33

3.67

4.33

3.83

編號

AVG

環境向度
En1

En6

En2

En7

En3

En8

En4

En9

En5

En10

A

5

5

5

5

5

5

5

5

5

5

B

3

4

3

4

3

3

4

4

4

4

C

5

2

5

4

4

5

5

5

5

5

D

3

3

4

4

2

2

4

4

3

3

E

5

4

5

5

5

4

5

3

5

4

F

5

3

5

5

5

5

5

5

5

5

4.33

3.50

4.50

4.50

4.00

4.00

4.67

4.33

4.50

4.33

編號

AVG

*編號為參與德菲法教師，並已亂數處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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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凡是指標總平均分數不及 4 分（合適）
，或是有個別教師所評
量之分數不及 3 分（中立），則帶表該指標不適用，其所對應的成本（或效益）
指標將會在研究團隊整合意見修訂後根據德菲法進行下一輪問卷（表 11 中深色
標示者）
。根據第一輪的問卷結果，共有 8 項指標被評定為不合適，加上所對應
的成本（或效益）指標，則共有 14 項指標需要進入第二輪問卷。研究團隊則根
據教師所提供的修訂建議，於第二輪問卷開始之前進行彙整與修訂（表 12）。
表12 教師針對不適用指標之修訂建議
價值
主張
盤點

學習

轉型
整合

修訂意見
1. 釐清盤點的價值是完整了解場域的真實現況，找出場域問題與需
求，並發掘潛在改善問題與需求的機會。
、
「無
2. 付出成本之核心價值為「議題無法回應真實場域的現況問題」
從著力」
。
3. 盤點的價值不應只限於是否「完整」，盤點過程之中，可能就會發
現問題、需求和潛在的機會。
1. 大學的「學習」效益可透過「參與者能產生自發性的解決策略與行
動方案。」做為價值主張。
2. 「難以理解」已在衡量結果，須找到評量過程的價值主張。
3. 學習的面向無法窮舉，因此需以開放的敘述以容納各領域價值。
1. 轉型的效益價值主張可體現於實質的策略、實質的合作。
2. 轉型的成本價值主張是落於單向勞務委託。
1. 整合的價值主張應擴大，除了硬體設備外的知識整合面之外，亦存
在大學端與地方產業端的創新管理知識的建立與推動工作。

產業在 1. 價值主張為產業在地化，雖然教育部指標為增加學生在地就業機
地化
會，但與產業在地化有些距離，需視大學端能量而調整尺度。
公民

1. 全民運動做為價值主張無法達成，是大學能量調整為「在地居民」
較為可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上述指標經過修訂後順利獲得所有教師認可，修訂主要內容主要圍繞釐清
計畫與利害關係人之間的關係、釐清大學實踐社會責任應有的的尺度、同時針
對指標中較為模糊的遣詞用字提出釋疑。除了這些在第一輪中被評為不合適的
指標之外，教師們也針對其他指標進行部分文字內容修正，使得指標更加精簡。
由於這些修正並不影響指標內容，故直接將修訂後的結果與其評量分數列出。
表 13 即為根據清華執行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經驗所訂定之社會投資報酬率
評量指標，將套用於評量機制，檢視參與計畫課程之社會投資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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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之社會投資報酬率評量指標
表13A 社會向度指標（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價值
主張

指標編號、類型、與內容

第一次 第二次
修訂
修訂
（R1） （R2）

So1 效益指標：計畫（或課程專案）團隊洞察擬介入
場域的真實現況，找出場域問題與需求，並發掘潛在
改善問題與需求的機會。

4.67

4.67

So6 成本指標：計畫（或課程專案）所設定之操作議
題無法回應真實場域的現況問題，難以從中找尋有效
率的著力點。

3.83

4.33

4.83

4.83

3.33

4.50

So3 效益指標：計畫（或課程專案）促成不同單位與
組織之間的互動，在實作場域的社會文化與區域發展
等共同關切議題上產生實質合作。

4.50

NA

連結 So8 成本指標：計畫（或課程專案）在執行過程中，
不同單位與組織之間的互動並無法因這項計畫（或課
程專案）的介入而產生更積極創新的合作模式，或因
而產生反彈與衝突。

4.33

NA

So4 效益指標：計畫（或課程專案）透過知識與技術，
已建立可實際操作的物件、體系、方法論、軟硬體系
統，促進實作場域的發展。

4.50

NA

So9 成本指標：計畫（或課程專案）的主要成果為雛
型、概念等一次性提案，發表之後難以進一步於實作
場域中落實或再現。

4.50

NA

So5 效益指標：計畫（或課程專案）透過知識與技術，
以實作場域原有的狀態與資源為基礎，以創新的行動
嘗試解決在地困境。

4.83

NA

So10 成本指標：計畫（或課程專案）的創新行動無
法引起地方社群相關利害關係人的共鳴，甚至影響實
作場域的原有生活作息與樣貌。

4.00

NA

盤點

So2 效益指標：計畫（或課程專案）具有學習性質，
參與者能藉由實作場域中的社會、文化與區域發展等
議題的觀察與提問，產生自發性的解決策略與行動方
學習 案。
So7 成本指標：計畫（或課程專案）的參與者不易從
實作場域的社會、文化與區域發展等相關議題獲得認
同，影響參與程度，投入資源與學習成效不成正比。

建置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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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B 經濟向度指標
價值
主張

盤點

合作

轉型

整合

產業
在地
化

指標編號、類型、與內容

第一次 第二次
修訂
修訂
（R1） （R2）

Ec1 效益指標：計畫（或課程專案）的參與者能體察
實作場域的現狀，並透過知識與技術，發掘場域的
產業發展需求。

4.50

NA

Ec6 成本指標：計畫（或課程專案）的參與者無法
透過計畫參與，深入了解地方產業的現狀與困境。

4.17

NA

Ec2 效益指標：計畫（或課程專案）與產業組織或個
人達成實質上的合作，進行關鍵技術開發，以利實
作場域發展。

4.67

NA

Ec7 成本指標：計畫（或課程專案）進行技術開發過
程並未與相關地方組織或個人建立實質的合作關
係，致使計畫成果無法順利於實作場域中實踐。

4.50

NA

Ec3 效益指標：計畫（或課程專案）已在產業組織或
個人與大學組織內部各單位之間建立實質上的合
作，並推動在地所屬相關類別的產業發展與轉型。

4.67

4.83

Ec8 成本指標：計畫（或課程專案）與產業組織或個
人之間為單向連結（如單方面的事務或勞務委託），
未觸及在地所屬類別產業的創新或轉型。

4.00

4.67

Ec4 效益指標：計畫（或課程專案）協助現有價值網
絡發展（如知識體系、服務與資訊等線上線下系
統），並促進跨系統間之整合。

4.33

4.50

Ec9 成本指標：做為計畫（或課程專案）執行成果所
發展的價值網絡（如知識體系、服務、資訊等線上
線下系統）無法與原有系統整合，難以永續維護。

3.67

4.50

Ec5 效益指標：計畫（或課程專案）將大學創新研發
成果在地產業化，增加學生或當地人士在地就業機
會。

4.33

5.00

Ec10 成本指標：計畫（或課程專案）之主要成果是
透過參與者（如教師、員工、學生等）
，或在地組織
與個人投入大量額外工作時間或資源來達成。

3.83

4.6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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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C 環境向度指標
價值
主張

學習

連結

公民

應用

機制

指標編號、類型、與內容

第一次
修訂
(R1)

第二次
修訂
(R2）

En1 效益指標：計畫（或課程專案）具有學習性質，
參與者能藉以了解實作場域中的環境維護、污染防
治、食品安全、…等永續發展議題，產生自發性行動。

4.33

4.67

En6 成本指標：計畫（或課程專案）的參與者不易從
實作場域的的環境維護、污染防治、食品安全、…等
永續發展議題獲得認同，影響參與程度，投入資源與
學習成效不成正比。

3.50

4.33

En2 效益指標：計畫（或課程專案）促成不同組織或
個人之間的互動，在實作場域的環境維護、污染防
治、食品安全、…等永續發展議題上產生實質合作。

4.50

NA

En7 成本指標：計畫（或課程專案）的推動過程中，
利害關係人直接或間接危及實作場域的環境維護、污
染防治、食品安全…等永續發展狀態。

4.50

NA

En3 效益指標：計畫（或課程專案）促進在地公民行
動，利害關係人共同監督實作場域中的環境維護、污
染防治、食品安全、…等永續發展議題。

4.00*

4.67

En8 成本指標：計畫（或課程專案）執行過程觸及環
境維護、污染防治、食品安全…等永續發展議題時，
並未促進利害關係人認知在地公民行動，共同監督實
作場域中的相關議題。

4.00*

4.67

En4 效益指標： 計畫（或課程專案）透過新科技或
知識應用，有利於實作場域中推動環境維護、污染防
治、食品安全…等永續發展議題。

4.67

NA

En9 成本指標：計畫（或課程專案）的執行過程產生
額外的污染與負擔（如一次性垃圾、廢棄物、廢水等）
。

4.33

NA

En5 效益指標：計畫（或課程專案）協助建立相關機
制，有利於實作場域中推動環境維護、污染防治、食
品安全…等永續發展議題。

4.50

NA

En10 成本指標：計畫（或課程專案）團隊執行過程
違反既有機制，危及實作場域的境維護、污染防治、
食品安全…等永續發展狀態。

4.33

NA

*單一評分低於 3 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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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評量機制測試結果
經過德菲法所完成之評量機制最後以線上問卷表單的方式進行測試。本研
究以一門 2020 年參與清華大學第二期萌芽型 USR 計畫的藝術領域課程為例，
進行此機制的操作展示。這門課程的授課教師於學期初即積極地找尋課程與在
地議題的連結，規劃一系列的學習方式引導學生走出教室到場域中取材、找尋
相關在地議題。可惜的是，測試期間恰巧遇到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爆
發，因此學生僅能在學期後幾週進行專案。

圖2 清華大學所製作之社會投資報酬率介紹逐格動畫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BJ9gWbdOTI)

在本次的測試中共有 7 門課程約 77 位學生參與，然而，在新冠肺炎影響下，
並這些課程並無法完全落實場域實踐。因此研究團隊僅選擇有確實參與場域連
結的 43 位學生為對象，由授課教師於課堂中播放研究團隊所設計的社會投資報
酬率介紹影片後統一填寫（圖 2；清華大學區域創新中心，2020）。在表 13 所
描述的社會投資報酬率指標之外，問卷亦依照 ORID 方法設計前置引導及過程
回顧問項。前置引導的問項主要目的為讓填卷學生回顧課程專案的目標、主要
利害關係人、實踐場域、效益、成本等，加深其在進行社會投資報酬率指標評
量之前對專案過程的認知。過程回顧問項則讓學生在評量社會投資報酬率指標
之後，針對專案內容與自身學習經驗產生連結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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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結果分別將社會、經濟、環境三個向度之效益指標評量成果所對
應之 1-7 分數進行平均值計算，即為該向度之效益指標 (Gain Indicator)。此指
標反應填答者對於該計畫所對應之社會、經濟、環境報酬的主觀感受，有助於
定義計畫成果，檢視其與計畫目標之契合狀態。同理，將分別將社會 (SoG)、
經濟 (EcG)、環境 (EnG) 三個向度之成本指標評量成果所對應之 1～7 分數進
行加總，即為該向度之成本指標 (Cost Indicator)。此指標反應填答者對於該計
畫社會 (SoC)、經濟 (EcC)、環境 (EnC) 成本的主觀感受，有助於評量計畫所
投入之所有物質與非物質之資源。最後，將效益指標與成本指標相減，即為該
向度之投資報酬率影響力總指標 (Influence Indicator，SoI、EcI、EnI)。案例課
程學生所回饋的指標計算結果如表 14，同時將三項影響力總指標視覺化如圖 3
所示。
表14 案例課程之社會投資報酬率評量結果
SoG
SoC
EcG
EcC
EnG
EnC
No. Avg. No. Avg. No. Avg. No. Avg. No. Avg. No. Avg.
So1 5.28 So6 3.74 Ec1 5.12 Ec6 3.35 En1 4.60 En6 3.44
So2 5.56 So7 3.33 Ec2 4.60 Ec7 3.58 En2 4.30 En7 2.74
So3 5.28 So8 3.19 Ec3 4.44 Ec8 3.63 En3 4.44 En8 3.14
So4 4.33 So9 3.98 Ec4 4.35 Ec9 3.33 En4 4.19 En9 2.42
So5 4.93 So10 3.14 Ec5 4.49 Ec10 4.44 En5 4.16 En10 2.19
SoG 5.07 SoC 3.47 EcG 4.60 EcC 3.67 EnG 4.34 EnC 2.79
SoI
1.6
EcI
0.93
EnI
1.5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3 案例課程之社會投資報酬率指標視覺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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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3 可見此案例課程所回饋的三項指標皆為正值，因此可初步判定在課
程的專案計畫執行端，以學生的觀點而言，課程的專案對於社會的永續有所幫
助。深究其各項指標，可見社會與環境兩個向度回饋遠高於經濟指標。這樣的
結果可以由學生對於專案目標的回饋來解釋，多數學生指出其專案目標是將專
業（藝術）與場域中的文化或環境做結合，而投入最多的成本則是時間（屬於
經濟面向之成本指標：Ec10）
。這樣的認知可反映於社會投資報酬率指標之中，
做為授課教師、計畫主持人的即時參考。
另一方面，研究團隊亦針對專案回顧進行分析，這項分析的目的為釐清受
測對象對專案中「知識應用的目的性」與「接地尺度」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
根據資優（菁英）教育的三個層次 (Baum, 1988)，以及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
踐計畫所提出之知識應用的目的性，本研究歸類出九種計畫定位：場域現況調
查、場域議題定義、場域脈絡分析、知識應用提案、社會創新提案、社會創新
設計、學習專業實踐、社會創新實踐、社會責任實踐。
由測試結果分析案例課程之實踐地圖（圖 4）
，可發現受測者此案例課程專
案所回饋的認知最接近「社會創新提案」，其次是「社會創新設計」（橘色圓
點），而受測者各別回應的認知則分布較廣（灰色區域）。此結果大致符合課程
專案發表的內容，多數學生透過藝術方式記錄、提出某些場域相關的現象與議
題。儘管因疫情影響而僅有一次施測，這份社會投資報酬率指標評量，以展現
揭露課程專案執行狀態之潛力。

圖4 案例課程之實踐地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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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造成大學實踐社會責任困境的因素
本研究透過 ORID 焦點討論法設計訪綱，以半結構化的訪談方式針對國立
清華大學參與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的教師進行資料蒐集，以授課教師
的觀點所歸納出 USR 精神可分為「解決問題」
、
「深入場域」
、
「觀察發覺」
、
「學
生培育」四大面向。其中又以「深入場域」、「學生培育」交集最多。
由於 2017 年 USR 試辦期的規劃過程於新學期課綱公布後進行，因此大部
分受訪老師均有提到課程規劃過程因應現有課程體系之調整方式。除為 USR 新
開設之課程之外，舊有課程大多部分配合 USR 計畫，在舊有的架構下放入 USR
專題作業，這個現象儘管到了 2020 年依然存在。對照學生問卷分析報告，學生
所反映之「修課規劃被 USR 計畫打亂」，將各問項所做之順序邏輯分析予以對
照，發現了大部分修課學生在選課時並不知道課程參與 USR 計畫。訪談過程中
有少數課程老師特別提到對課程配合 USR 計畫所採用之特別說明方式，因此容
易使得學生抱持著「USR 計畫是額外負擔」的先入為主觀點。這個現象也存在
於本研究團隊將評量機制雛型進行跨校測試時，有外校的合作教師回覆「由於
學生認為課程參與（USR）計畫是額外幫老師做事，因此老師不敢讓學生知道
課程有與 USR 計畫合作」。這樣的結果揭露大學實踐社會責任過程中一項重要
的社會成本，即是「時間」
。在本研究橫跨近三年的研究過程中，無論是教師或
學生都有反映在所有規畫執行階段「時間不足」的現象。誠如本研究緒論中所
述，在有限的時間內過度要求績效成果是造成此困境的最大因素。
本研究的調查過程亦揭露在大學實踐社會責任過程中的主體性議題，根據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春芽—大學社會參與的萌發與茁壯：實作與積
累」一書 (郭耀煌，2019)，大學在實踐社會責任的過程是「在有限資源下尋求
最大效益」
。然而，本研究報告指出，教師與學生均意識到大學團隊並未掌握在
地脈絡，且整體參與度低。儘管學生的專案「產出品質」是老師最重視的議題，
但存在將在地人士當作靈感來源的現象，使得學生的投入相較之下可有可無，
並未能針對場域重要問題提出解決方案。根據「請老師舉出本學期最自豪的課
程成果」問項結果分析，教師的注意力主要集中於學生表現：課堂互動（含課
堂中所產生之認知或互動方式轉變）與產出成果（包含專案作品與學生創意）。
場域議題與在地夥伴關係等內容均未出現在回應當中，凸顯大學與在地共創價
值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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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造成大學社會實踐困境的議題在在指出，若能隨著實踐過程即時檢視
大學與場域的互動狀態，並累積各項狀態的改變，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二、 應用社會投資報酬率之即時評量機制
為了掌握大學實踐社會責任過程中所投入各項資源的效益，提供參與課程
或實踐團隊即時調整計畫的參考依據，本研究團隊使用「脈絡訪查」法。整合
教師訪談、學生問卷、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內容、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
心相關資料，擬定包含社會、經濟、環境三個面向，共 30 項社會投資報酬率評
量指標，並經由兩輪德菲法完成修訂，套用至本研究所提出之社會投資報酬率
評量機制雛型進行測試。
本研究所提出的 30 項指標乃根據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所訂定之社會、經
濟、環境三個面向，每個面向各有 5 項效益指標與對應的 5 項成本指標。經過
歸納分析結果（表 10），在社會面向萃取出「盤點、學習、連結、建置、創新」
等五項價值主張；在經濟面向萃取出「盤點、合作、轉型、整合、產業在地化」
等五項價值主張；在環境面向萃取出「學習、連結、公民、應用、機制」等五
項價值主張。這些價值主張可做為社會投資報酬率引入既有大學社會責任評量
機制的依據。儘管本研究所提出的評量機制目前僅應用於國立清華大學，未來
的一般性推廣可透過所分析的價值主張，經過調整後，各大學、各機關團體進
行指標在地化的設計。
另一方面，在德菲法的修訂過程中，共有 14 項指標進行較大幅度的第二輪
修訂。根據表 12 中所整理的修訂意見，可發現各教師所修訂的主要內容有兩大
方向：其一是釐清計畫與利害關係人之間的關係，這當中包含修改文字描述以
符合本研究團隊無法窮舉之利害關係人類型、關鍵議題類型；其二是釐清大學
實踐社會責任應有的的尺度，例如有教師在修訂意見指出，雖然教育部指標為
增加學生在地就業機會，但指標內容與產業在地化有些距離，因此依據大學投
入計畫的能量修訂為較為合理的規模；最後則是針對指標中較為模糊的遣詞用
字提出釋疑。
指標完成修訂後即進入實際測試過程，根據前一節之評量機制測試結果所
述，這套指標在測試過程中表現亮眼。所測出的三項社會投資報酬率指標與學
生實際執行專案的過程相符，而且能夠揭露過去常被忽略的隱性成本（在本研
究中以時間成本的形式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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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服務主導邏輯觀點下的社會投資報酬率指標評量機制
本研究應用服務主導邏輯作為核心觀點（表 1）
，將大學視為城市中提供高
等教育的服務系統，而大學社會責任的實踐即是傳遞服務的機制，在這個系統
中的利害關係人，大學、師生、在地單位等行動者都被視為資源整合者。行動
者與行動者 (A2A, Vargo & Lusch, 2011)互動所創造的價值，在不同的利害關係
中是獨特的存在，由受益者從其脈絡上評定。本研究所揭露國立清華大學執行
試辦期 USR 計畫個案中，參與計畫的教師、修課學生、在地單位對於計畫階段
性成果出現兩極化解讀，即是不同受益者（在這個案例中也有受害者）依照各
自所認知的價值做出評斷。然而，服務主導邏輯的觀點指出大學實踐社會責任
與場域共創價值的過程，同時也是在地行動者重新形塑價值網絡的過程，大學
端若沒有相應的機制，在這個價值網絡重新形塑的過程中，反倒可能落入「沒
有解決問題，反倒是製造了一堆問題」
，甚至把大學過去所累積的資本消耗殆盡
(林承毅，2021) 的尷尬處境。從這些經驗出發，本研究應用社會投資報酬率指
標作為評量機制，在當前重視計畫績效的現況中，嘗試建立能夠即時反映資源
投入與效益的評量模式（表 15）。
表15 兩項評量機制比較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評量機制

社會投資報酬率指標評量機制

理論、文獻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統 1. 服務主導邏輯
基礎
一公告
2. 社會投資報酬率
3. 德菲法研究成果
評量目標
檢視評量區間內，計畫提案團隊 反映計畫執行過程的不同時間
的實際成果產出。
點下，利害關係人所認知的資源
投入成本與所獲得的效益。
評量方式
提案團隊每年度須繳交期中、期 計畫課程或相關活動依實際執
末書面報告，教育部不定期安排 行規劃設定里程碑，於里程碑前
評審委員針對計畫課程活動現場 後填寫指標問卷。
訪視。
評量內容
1. 計畫推動概況描述
社會、經濟、環境面向中共 30
項指標，分為成本指標與效益指
2. 課程、會議、活動辦理數量
標各 15 項，成本指標與效益指
3. 教學創新、課程發展描述
標相互對應。
4. 實踐場域經營成效描述
5. 經費執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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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社會責任計畫評量機制
反映觀點

計畫提案團隊所評定之價值

填報頻率

以總計畫為單位：
1.書面報告：每年 2 次
2.現場訪視：每年 2~4 次

社會投資報酬率指標評量機制
計畫利害關係人所評定之價值
（如：提案團隊、教師、學生、
在地單位）
以計畫內個別課程為單位：
視個別課程與活動規劃安排，每
單位學期至少 2 次。

評量機制對 填報的成果由教育部委員評分， 填報的成果交由授課教師或計
大學的影響 影響受評量計畫下一年度是否存 畫推動團隊，影響授課教師或計
續、受補助經費多寡。
畫推動團隊調整授課或計畫執
行內容。
評量機制對 大學師生與場域中在地單位的互 大學師生與場域中在地單位的
場域影響
動狀態難以透過活動場次、人次 狀態能夠透過填卷者的主觀觀
等數據反映，填報時程可能為某 點於指標反映，填報時程距各項
些活動結束後數個月，較難產生 活動較近，計畫執行團隊能夠根
影響。
據評量結果及時調整互動模式。
評量機制
確保獲補助的計畫團隊確實執行 呈現參與課程的利害關係人主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妥善使 觀認知的投入成本與所獲得的
價值主張
用公共資源。
效益，協助計畫團隊調整執行方
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表 15 所統整的內容，本研究所提出的這項評量機制回應國內當前推動
大學社會責任績效評量的限制：在一年兩次僅透過計畫團隊回報成果的現行機
制中，嘗試將計畫團隊外的行動者視為計畫的資源整合者，透過德菲法逐步聚
焦價值主張，依此發展能夠反映大學與在地利害關係人互動過程所產生的各項
隱性成本與效益。
這些價值主張與其所對應之社會投資報酬率評量指標可用以做為研究大學
介入在地議題進行社會責任實踐所扮演的角色，在其社會觀感、資源分配、行
動過程中如何逐步成為區域網絡中的行動者。相較於傳統至少為期一年、耗資
甚鉅的社會投資報酬率計算流程而言，本研究成果提供一個「低配置」版本的
社會投資報酬率檢核方式，儘管無法直接獲得具體的社會投資報酬率數字，然
在當今發展快速的社會網絡形塑過程中，大學嘗試建立社會責任實踐網絡，本
研究發展的評量機制可做為最小可行性方案，作為社會投資報酬率的即時檢核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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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會投資報酬率指標評量機制操作模式
本研究所產出此「低配置」版本的社會投資報酬率指標評量機制，主要目
的是提供計劃團隊與授課教師及時檢視行動的效益。根據研究期間的操作經驗，
計畫主持人或授課教師可以在計畫或課程專案執行期程內，依照計畫內容，規
畫數個週期做為評量機制操作的依據，在此以清華大學典型的一學期 18 週，包
含認識場域及實作的課程為例。
在清華大學的一個學期中，第 1、2 週為「加退選」，學生將決定是否持續
修讀該門課程。授課教師通常會在修課名單確定後的第 3 或第 4 週，安排全班
學生認識場域，進行田野踏查，並且說明該場域、課程目標、大學社會責任實
踐目標等相關專案要求。學生通常會在學期的第 8 或第 9 週，提出場域間訪談
的對象、發現的問題、規劃要執行的課程專案。全班的專案會在學期的第 17、
18 週進行發表，由授課教師獨立或是邀請場域中的利害關係人，對學生的專案
產出進行評量與建議。授課教師依據學期中與社會責任實踐相關的「事件點」
進行評量機制操作規畫，在這個案例中，可以設定在學生初入場域、探索議題
並提出專案構想後的第 9 週，及期末專案經過教師與場域中的利害關係人評量
專案的第 18 週，於這兩個時間點進行評量（圖 5）。

圖5 以清華課程為例之評量機制操作規畫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這兩個時間點所操作的評量機制，每次耗時約 15～20 分鐘，由教師先行
播放 4 分鐘之介紹影片（圖 2），並請學生個別填寫評量指標線上問卷。由於問
卷主要使用李克特量表做為評量，故授課教師可以很快地得到受測學生在各個
永續評量向度中的反應。以一學期兩次評量的規畫，安排於學期中的評量 1 可
反映修課學生初步進入場域、與場域中利害關係人互動後，學生因與在地單位、
組織互動上的進展與挫折，以及發現授課教師所賦予的學期目標與場域真實現
況的落差，而對於學期課程專案的永續性產生主觀反映。授課教師透過評量指
標，掌握學生與場域互動的基本認知，若發現有低於預期的評量項目，即可及
時進行調整。另一方面，安排於學期末的評量 2，則可反映學生實際執行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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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對於課程所投入資源、課程專案、對在地議題實際影響等認知。本研究所
進行之學生問卷結果顯示，部分學生認為教師所規畫的課程專案並未與在地議
題相切合，因此，學期末的評量結果能夠提供授課教師調整下一次課程的參
酌。
對於一個學期安排多個「事件點」的課程，或是並非以學期做為週期的實
踐計畫，亦可依照實際需求安排合適的評量時機點與評量次數。由於此評量機
制反映的是填答者當下對指標內容的反映，因此評量時機點必須盡可能與事件
點同步。換言之，若等到學期結束後才操作評量，除了難以準確反映學生對學
期中執行專案過程認知之外，授課教師也將錯過及時根據指標評量結果調整與
場域互動模式的時機。根據各別課程、計畫性質規劃使用社會投資報酬率評量
機制，能夠令計劃團隊與授課教師即時調整執行方向。同時，亦可針對相同課
程或計劃行動，討論不同事件點對場域的影響，與既有的計畫評量相輔相成（圖
6）。

圖6 各個事件點評量結果之視覺化示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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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社會投資報酬率指標評量機制的一般化
回顧本研究所訂定之社會投資報酬率指標，其歷程為：從 2017 年清華大學
執行 USR 試辦期計畫之經驗之中，萃取教師與學生之意見與批判，由研究團隊
結合教育部資料及相關文獻進行脈絡訪查，並由 6 名清華具相關計畫執行經驗
的專家學者，歷經 2 輪德菲法後修訂 30 項指標。這樣的過程顯示，這些指標反
映的是「清華大學進行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的經驗與觀點，對於由不同利害關
係人所構成的在地生態系而言，需設法一般化（generalization）。
在評量指標訂定完成後的測試中，研究團隊曾邀請位於國內北、中、南三
個區域中的大學社會實踐團隊參與測試。然這項測試最終以失敗告終，研究團
隊認為，這是不同學校團隊對「大學社會責任」的認知不同所致。在這三個合
作學校中，有學校教師反映無法順利操作評量機制，原因是該班級學生對「USR」
相當排斥。深究原因，是學生認為課程參與 USR 計畫的目的是「幫老師做計劃」，
並非「原本課程規劃的內容」
。這樣的現象在本研究的學生問卷中也可得到印證，
以各課程進行順序邏輯迴歸的結果呈現，超過一半的填卷者表明在「修課前並
不知道課程參與 USR 計畫」，同時學期結束後也有超過一半的填卷者表示「不
喜歡、不會推薦他人參與 USR 計畫」。當然，在匿名的問卷中並無法直接將這
些個別結果解釋為相互關聯，在填卷學生個別自由回應中，也同時出現「原先
不知道參與 USR 計畫，在參與後開始認同」、以及「原先知道參與 USR 計畫，
在參與後覺得沒意義」的回應。因此，本研究團隊認為，無論填卷者是否認同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這項社會投資報酬率指標評量機制使用的先決條件，必須
建立在「受測者明確知道所參與的計畫（或課程專案）
，即是廣義的大學社會責
任實踐的歷程，並不限於是否獲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經費補助」。
另一方面，也有其他學校教師反映部分的評量指標內容，不適用於該校的
課程類型。本研究團隊認為，對於教學導向的課程，指標需反映教學內容的社
會投資報酬率；對於實作導向的課程，指標需反映實作成果的社會投資報酬率。
這兩者都必需納入在地利害關係人的觀點，即是反映在所選定的社會議題中，
教學內容或實作成果是否實際將議題往更為永續的方向推動。在這樣的需求下，
本研究所訂定的指標與評量機制，目前僅能反映填卷學生對在地實踐的觀點，
對於不同類型的課程，所反映的永續面向亦無法全完全切合。例如：對於教學
導向的課程，
「產業在地化」的價值主張相對而言難以適用。同時，對於一般資
源較缺乏的課程，亦難以如果本研究團隊一般，耗費兩年的時間進行評量指標
之擬定。對於這樣的現象，本研究團隊認為，所訂定的評量指標具有相當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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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彈性，能依照所操作學校、課程、場域、議題的性質進行微調。
本研究導入服務主導邏輯的價值觀點，以及發展至今於清華大學的適用
，指出
性，印證價值共創過程與行動者形成組織的過程的相關性（S-DL: FP11）
由投入社會責任實踐的在地大學發展評量指標，可在因計畫執行而重新形成的
價值網絡中，找到切合評量場域實踐所投入成本與效益的價值主張，並依此發
展對應的社會投資報酬率評量指標。因此，這項機制的一般化方式，可將 30 項
評量指標做為母指標（parent indicators），依據每一項價值主張，將 30 項指標
內容以適用各場域現況的形式進行微調後邀請該場域相關的專家學者進行德菲
法驗證。如此一來，這項社會投資報酬率指標評量機制即可於數週內根據場域
特性完成一般化，應用於清華大學以外的場域。同時，計畫團隊亦可根據場域
中各組織特性，將指標轉譯（translation）為符合場域利害關係人之用語，與校
內同步進行評量，以揭露此社會責任實踐網絡中之不同觀點，有助於教師與計
畫團隊釐清大學端與場域端對於實踐內容的認知差異（圖 7）。

圖7 不同利害關係人觀點評量結果之視覺化示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57~

服務主導邏輯觀點下的大學社會實踐價值共創：社會投資報酬率指標評量機制雛型

陸、結論與展望
在永續發展的目標之下，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為近 20 年來急速發展的項目。
在服務主導邏輯的系統觀點中，大學在其所屬的地區，扮演著提供教學、研究
等、知識服務系統的角色。然而，我國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當中，出現計畫
績效大於社會責任本身的現象。深究其原因，本研究團隊認為是當前的評量機
制僅聚焦於成果、忽略實踐過程所導致。對此，本論文透過近三年研究調查，
提出因應此現象的解方。（一）根據執行教育部試辦期 USR 計畫的受挫經驗，
歸納大學實踐社會責任的主要困境。並將這些研究成果做為脈絡訪查的重要參
考依據。
（二）透過脈絡訪查法，整合計畫執行經驗與國內外關於大學社會責任
時間相關資料，以草擬一套包含模擬案例腳本、30 項社會投資報酬率指標、應
用社會投資報酬率指標的評量機制，做為德菲法的研究對象。
（三）邀請具備大
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經驗的教師，透過兩輪德菲法完成 30 項社會投資報酬率指
標的修訂，作為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的即時評量機制。並且將這套機制實際
應用於參與計畫的課程，討論指標所反映的結果，顯示其具有即時揭露計畫當
下效益與成本的潛力。
在導入服務主導邏輯之價值共創觀點下，這套評量機制透過不斷萃取價值
主張的形式，完成社會投資報酬率指標的訂定。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目
前僅有兩門課程、7 門服務學習的學生參與測試，且部分樣本進入場域的實踐
時間偏短，因此本研究團隊認為，機制的操作尚有潛在問題未被揭露。另一方
面，這套評量機制所展示的「指標」為評量利害關係人當下所認知的即時狀態，
是一「動態的過程」
，有別於社會投資報酬率針對一段評量區間的「結果」
。因
此，這套評量機制所呈現的指標數值僅適用於同一計畫不同期程的狀態討論，
對於不同計劃而言，尚無法進行任何交互應用。最後，本套機制的操作與結果
分析，必須仰賴一個獨立且中立的研究團隊進行，方能去除各別團隊因對場域
的既定印象所產生的偏誤。
本研究應用服務主導邏輯進行脈絡訪查，由教師訪談、學生問卷、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內容、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相關資料，定義出「盤點、
連結、學習、建置、創新、轉型、合作、在地化、整合」等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過程的價值主張，並對應到 30 項社會投資報酬率評量指標，用以衡量個人對所
參與的社會責任實踐過程之認知狀態。以學術研究的觀點，這些價值主張與其
所對應之社會投資報酬率評量指標可用以做為研究大學介入在地議題進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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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實踐所扮演的角色，在其社會觀感、資源分配、行動過程中如何逐步成為
區域網絡中的行動者。在實務方面，這項評量機制除了能夠及時揭露實踐過程
的社會成本與效益，同時也透過計畫執行過程中知識的應用模式、行動的接地
程度進行調查，可製作實踐地圖，用以揭露當下的計畫執行現況，亦有擴及至
揭露不同利害關係人認知差異、協助計畫團隊規劃未來方向之延伸應用（例如：
納入各場域議題背景以設計供在地合作單位、居民反映社會投資報酬率的機制，
以達到大學與地方價值共創之目的）
。對於政策制定者或計劃管理者而言，此機
制的引入則可融入組織文化的塑造過程中，引導相關實踐團隊透過定期檢視當
下之社會投資報酬率，即時調整資源分配與行動方向，成就更有效率的實踐模
式。
然而，這項研究的進行過程也存在諸多限制，主要可以分為：教師對大學
社會責任實踐的認知、各校校風與機制、評量機制的應用與測試三個方面。首
先，本研究進行的過程至多結合了 17 位教師，意即有 17 種對於大學社會責任
實踐的觀點。某些教師認同大學社會責任，且願意投注時間與資源改變舊有的
課程模式；也有教師將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視為獲得補助款的手段，嘗試以
最少的改變以換取計畫資源。授課教師觀點對於參與學生的影響甚鉅，使研究
團隊難以針對每一位參與教師進行長期追蹤。其次，本研究除了初期訪談之外，
在評量指標完成後也進行過短期的跨校測試。然而，不同學校合作教師所反映
校風與機制差異，使得跨校測試難以進行，例如：有學校教師不願意告知學生
課程與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合作，原因是擔心學生認為參與計畫是額外的負
擔，這樣的情況也迫使研究團隊最終只能以清華大學校內師生進行後續研究。
此結果顯示，本研究現階段成果的評量指標操作對象需對大學社會責任具備一
定基礎，與該大學是否執行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無關，而是該大學的
「課程目標必須為探索在地議題以培養問題解決能力」
，使指標操作時能反映真
實的在地實踐經驗；以及，該大學的「課程的學習過程是與在地利害關係人的
價值共創」
，確保指標填答者所反映的觀點不僅限於大學計畫績效，而能夠囊括
對在地利害關係人的洞察。
最後，為推動大學社會責任的實踐，清華大學已於 2018 年成立區域創新中
心，逐步整合清華校內的各項社會實踐計畫。本研究所提出之社會投資報酬率
評量機制也將被納入中心相關業務，用以追蹤、記錄所有相關計畫的執行過程。
期待這套評量機制在未來能夠更趨成熟，提供給各校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團隊執
行過程一個更具有脈絡的即時回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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