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我國高等教育之發展概況 

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大專院校的走向、高等教育系統的發

展，是決定國家競爭力的主要關鍵。大專院校是一個培養心智且累積知識

的搖籃，經過高等教育的洗禮，培育了不少人才；以前的高等教育是屬於

菁英型教育，每一教育階層的目標都很明確，可以達到社會的職能分工。

近十年來，由於大專院校增加速度太快，社會上每一階層的大多數人力都

投入到大專院校中，大專學生快速擴張，國內的高等教育也逐漸轉型為基

本教育。 

「促進高等教育品質與效能，提昇國際競爭力」是全國教育發展會議

的重要議題之一(教育部，民 92a)。近年來大專院校的發展面臨了前所未有

的變動和挑戰，諸如：國際競爭壓力、產業界對畢業生學歷要求、區域性

競爭加劇等環境面諸多影響，促使大專院校的教育目標之確立與調整、特

色的建立，產學的合作、課程的更新，為使學校得以繼續生存，所以進退

場機制的建立變得更為重要，學校追求教學績效與卓越，得以確保學生競

爭能力，已成為大專院校於量變與質變環境中，永續經營與發展的憑藉。 

以下先對台灣大專院校發展概約說明，以瞭解我國高等教育發展與經

營情形。接著說明我國政府現行推動大專院校建立退場機制的實際狀況，

再介紹世界各國推動高等教育退場機制的經驗，藉以作為我國建構高等教

育退場機制時的參考依據。 

目前我國大專院校之結構可略分為大學體系與技職體系，大學體系包

含了一般的普通大學、獨立學院及師範院校；技職體系則包含了技術學

院、科技大學及專科學校。在本節中將依序介紹我國大專院校校數變動情



形、教學與研究產出表現、高等教育經費支出情形，以暸解我國大專院校

的發展概況與經營情形。 

一、大專院校變動情形 

大學法尚未修訂以前，大專院校的運作多由教育部來控管。自從大學

法在民國八十三年修正之後，政府對大專院校的管制逐漸鬆綁，讓大專院

校的營運更自由，教育部與大專院校之間的關係由支配轉變為監督的角

色。各獨立學院變成大學、技術專校也升格為技術學院或再升為科技大

學，此時，台灣的高等教育體系進入前所未有的盛況。 

大學體系中，一般大學因應大學法之修訂，於民國八十三年起開始擴

張其校數，師範院校數量變化則不大；技職體系方面，因教育部依據民國

八十四年所增訂之專科學校法內容，開始遴選符合大學設立標準之專科學

校，將其改制成為技術學院；並且，根據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五年公佈之法

規，技術學院在設立或由專科改制滿三年後得申請制改為科技大學。因此

自八十四學年度起，專科學校之數量開始大幅減少，技術學院與科技大學

的校數則漸漸地增加中。 



表 2-1 民國 87 學年度的全國大專院校學生人數 

87878787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SY 1998  SY 1998  SY 1998  SY 1998----1999199919991999 

           國立 直轄市立 私立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大學 獨立學院 專科學校 大學 

獨立學

院 

專科學

校 獨立學院 大學 

獨立學

院 

專科學

校 

校數校數校數校數    137137137137    39393939    45454545    53535353    21212121    20202020    6666    2222    18181818    23232323    47474747    

研究所數研究所數研究所數研究所數    841841841841    728728728728    113113113113    ----    496496496496    49494949        4444    232232232232    60606060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915921915921915921915921    371713371713371713371713    227245227245227245227245    316963316963316963316963    156378156378156378156378    68168168168198989898    28834288342883428834    4593459345934593    215335215335215335215335    154454154454154454154454    288129288129288129288129    

畢業人數畢業人數畢業人數畢業人數    215412215412215412215412    83149831498314983149    45965459654596545965    86296862968629686296    39277392773927739277    18059180591805918059    11686116861168611686    1125112511251125    43872438724387243872    26781267812678126781    74610746107461074610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表 2-2 民國 95 學年度的全國大專院校學生人數 

95959595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SY 2006  SY 2006  SY 2006  SY 2006----2007200720072007 

           國立 直轄市立 私立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大學 獨立學院 專科學校 大學 

獨立學

院 

專科

學校 大學 學院 大學 

獨立學

院 

專科學

校 

校數校數校數校數    163163163163    97979797    50505050    16161616    41414141    9999    3333    1111    1111    55555555    40404040    13131313    

研究所數研究所數研究所數研究所數    2,8322,8322,8322,832    2,7192,7192,7192,719    113113113113    ----    1,5941,5941,5941,594    63636363    ----    31313131    8888    1,0941,0941,0941,094    42424242    ----    

學生人數學生人數學生人數學生人數    1313993131399313139931313993    968,208968,208968,208968,208    310,100310,100310,100310,100    35,68535,68535,68535,685    346979346979346979346979    44,26344,26344,26344,263    2,6782,6782,6782,678    4,0134,0134,0134,013    2,0962,0962,0962,096    617,216617,216617,216617,216    263,741263,741263,741263,741    33,00733,00733,00733,007    

畢業人數畢業人數畢業人數畢業人數    325,106325,106325,106325,106    232,342232,342232,342232,342    84,11284,11284,11284,112    8,6528,6528,6528,652    82,07582,07582,07582,075    10,20210,20210,20210,202    707707707707    949949949949    388388388388    149,318149,318149,318149,318    73,52273,52273,52273,522    7,9457,9457,9457,945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就大學校院數量而言，民國 80 年有 50 所，至民國 95 年已達 163 所。

就學生人數而言，若以高等教育人口千分比計算，我國在民國 88 年已達

36.50/00，在世界主要國家中，僅次於加、澳、紐、韓與法、日、英等國

相當。 

從大專院校之總校數來看，2007 年台灣大專院校校數已經到達 163

所，在近十年內(87 學年度至 95 學年度)計增加了 25 所，平均每年會增加

2.7 所大專院校；其中大學體系增加的比例較技職體系迅速，而包含在大

學體系內之師範院校部分，則因師範學院皆逐漸轉型成綜合性質的大學，

所以校數已慢慢遞減中；技職體系的校數雖然變化不大，但實乃因專科學

校之校數驟減與技術學院與科技大學校數驟增，專科學校減少近 37 所、

技術學院增加 45 所與科技大學增加 22 所，兩者效果一增一減互相抵銷之

故，但型態卻是有極大的變化。 

二、國內大學生人數變化 

大專院校在學人數 2005 年有約 133 萬人口，占總人口百分比 5.88%，

跟大幅擴張校數有關，學校數變多，招生名額釋放出來，提升社會大眾的

升學意願，也促進已經在工作的社會人士，回到學校上課。 

專科生人數也因專科學校法之修訂，於 88 學年度之後開始呈現遞減

的情形，造成 87 至 95 學年度專科生人數共減少 28 萬人左右；而大專院

校學生人數則呈現相反情形，87 至 95 學年度增加 60 萬人，增加比例將近

百分之兩百。整體來看，這近十年間整體大專院校學生人數仍有近百分之

七十的成長。 

但是，跟其他先進國家相比，其他國家的大學生比例約 2~3%，台灣

大學生比例明顯偏高許多，社會結構的變遷和政府政策的轉變，讓部份應



該在工作岡位的一群人都投入到大專院校來，衍生出些許的問題，當社會

的期待和企業的挑選都無法滿足時，此時，更促使退場機制的產生。 



表 2- 3 2004-2005 年各國高等教育學生人數 

2004 年 2005 年 

  高教學生人

數    

年中人口數             

(千人) 
百分比 

高教學生人

數     

年中人口數             

(千人) 
百分比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1,334,9981,334,9981,334,9981,334,998    22,64622,64622,64622,646    5.905.905.905.90    1,337,0651,337,0651,337,0651,337,065    22,72922,72922,72922,729    5.885.885.885.88    

中國大陸 19,417,044 1,298,848 1.49 21,335,646 1,306,313 1.63 

日本 4,031,604 127,333 3.17 4,038,302 127,417 3.17 

南韓 3,223,431 48,426 6.66 3,224,875 48,640 6.63 

美國 16,900,471 293,028 5.77 17,272,044 295,734 5.84 

加拿大 1,326,711 32,508 4.08 … 32,805 … 

英國 2,247,441 60,271 3.73 2,287,541 60,441 3.78 

法國 2,160,300 60,424 3.58 2,187,383 60,656 3.61 

德國 … 82,425 … … 82,431 … 

義大利 1,986,497 58,057 3.42 2,014,998 58,103 3.47 

荷蘭 543,396 16,318 3.33 564,983 16,407 3.44 

奧地利 238,522 8,175 2.92 244,410 8,185 2.99 

瑞士 195,947 7,451 2.63 199,696 7,489 2.67 

澳大利亞 1,002,998 19,913 5.04 1,015,060 20,090 5.05 

紐西蘭 243,425 3,994 6.09 239,983 4,035 5.95 

1.各國之年中人口數除我國外均採美國普查局人口統計資料。    

2.我國 2004 年係指 93 學年度(2004-2005 年)；93 年年中人口數為(92 年底人口數+93 年

底人口數)/2。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在台灣加入 WTO 後，台灣的大門更寬敞，不只經濟活動門戶大開，

教育交流也更頻繁，有更多的外國學生選擇來台就讀，校數的多元化，也

帶動國外學生來台的意願，從下表可以看出，2002 年到 2007 年的外籍學

生數每年都在攀增，以亞洲國家學生為大多數，其次是美國和其他國家，

但是外籍生人數只有 13,070 人，雖然每年都呈現成長，但占國內大學生人



數裡還是少數，僅不到 1%，顯示國內大學競爭力還是有待商確，無法吸

引更多的外籍學生來台就讀。 



表 2- 4 2002-2007 年外籍學生在台就讀人數 

 2002-2003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7,331 100.0 7844 100.0 9616 100.0 11035 100.0 13070 100.0 

日本 1,832 25.0 1,825 23.3 1,879 19.5 2,126 22.1 2,188 22.8 

南韓 1,223 16.7 1,112 14.2 1,115 11.6 1,254 13.0 1,375 14.3 

泰國 175 2.4 202 2.6 279 2.9 332 3.5 379 3.9 

菲律賓 133 1.8 140 1.8 207 2.2 164 1.7 197 2.0 

馬來亞 146 2.0 194 2.5 332 3.5 425 4.4 671 7.0 

印尼 961 13.1 1,002 12.8 1,391 14.5 1,394 14.5 1,555 16.2 

印度 111 1.5 121 1.5 176 1.8 194 2.0 251 2.6 

越南 260 3.5 438 5.6 503 5.2 671 7.0 836 8.7 

新加坡 14 0.2 23 0.3 30 0.3 22 0.2 45 0.5 

美國 849 11.6 862 11.0 1,252 13.0 1,452 15.1 1,602 16.7 

加拿大 243 3.3 304 3.9 361 3.8 360 3.7 436 4.5 

英國 131 1.8 140 1.8 178 1.9 194 2.0 266 2.8 

法國  147 2.0 160 2.0 169 1.8 228 2.4 331 3.4 

德國 130 1.8 126 1.6 163 1.7 175 1.8 250 2.6 

澳洲 107 1.5 118 1.5 116 1.2 189 2.0 160 1.7 

紐西蘭 33 0.5 46 0.6 50 0.5 55 0.6 50 0.5 

其他各國

合計 836 11.4 1,031 13.1 1,415 14.7 1,800 18.7 2,478 25.8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教育部「教育統計年報」 

台灣近年來的生育率大幅降低，出生人口從民國 70 年代的 40 萬人，

到民國 95 年止已降為 20 萬 4 千人，且持續降低中；然而 95 學年度大專

院校的新生入學數卻已有 21 萬左右，人口的逐年遞減，對於未來高等教

育的供需必定造成衝擊，若大學生總數持續地維持在現今標準下，未來我

國高等教育學校勢必會面臨招生不足的情形。 

三、高等教育經費情形 



在過去十年中，我國大學教育之學校數與學生數成長極為快速。然

而，大學教育資源卻未相對成比例增加。教育部對國立大學校院平均每生

的補助逐年遞減，至民國八十八年已低於平均每生 20 萬元，過去十年大

約減少三分之一。 

私立大學校院的平均每生補助雖逐年增加，且至民國 88 年度時，已

達私校年度經常收入之百分之二十，但平均每生絕對金額約 2 萬元，許多

人認為相對公立學校仍然偏低，於是產生公私立大學間教育資源的分配問

題。 

公立大學得到教育部的補助雖然相對較多，但用途須受到相關的規定

使用，彈性使用的空間有限。許多私立大學的辦學成效在急起直追當中，

但教育部給予經費相對於公立大學少了許多，如何合理的分配教育部的補

助款，各方人馬仍有不同的看法，還在尋求改進之道，以防止大部份的教

育經費都落在公立大學。 

教育經費如同是教育活動的基礎，若要教育正常發展，則需要有足夠

的經費予以支持。在資源有限之下，對於經費的需求大幅提高，社會大眾

對教育品質要求日益升高，如何有效使用及分配經費，悠關人民福祉。 

現階段我國之教育經費因政府收入趨緩，教育經費漸遭受到其他項經

費之排擠，產生逐年降低的趨勢，從 89 學年度的 2387 億元降至九十三年

度之 1,409 億元；其中雖然高等教育經費的比例從 1993 年的 22.8%提升到

2002 年的 31.5%，不僅未縮水還有增加的趨勢(李婉菁，2003)，但事實上

乃因這十幾年來大專院校大量設立，政府必需提供給更多學校教育經費，

使得高等教育總經費提升所致。但高等教育經費提高的速度卻遠不及大專

院校校數膨脹的速度，將造成稀釋每個學校可分得之經費。 

在學費方面，不管是公立或私立，都逐年調漲學費，除了教育補助款

不足的問題外，還有物價上漲的原因，所以學費每年都有小幅度的調整。



2001 年~2007 年之間，私立醫學院的調整幅度最大，各校也有小幅度的調

整。台灣 GDP 每年小幅度增加，而學費占 GDP 的比例，不論公立私立學

校，都下降 3%左右，雖然學費變貴，對於每人負擔卻降低。 

在大專院校數迅速膨脹的情況下，不可避免地會直接導致各級學校教

育經費的被稀釋，其中受最直接衝擊的將是高等教育學校。在學生數劇增

後，將使得每個學生所能享有的學校教育投資減少。雖然政府提供給高教

經費之總額有微幅增加，但平均每校能分配到的經費數卻不可避免的因相

互排擠而緊縮。私立學校雖以學生的學費為運作之主要經費來源，惟近年

來亦強力爭取與公立學校分享政府教育經費，不過私立學校學生所負擔的

學費與其學生獲得的教育資源仍和公立學校學生有所差距，代表著今後教

育經費相互排擠的問題會益為嚴重。 

我國大學院校每生平均分配經費從 78 學年度到 82 學年度止，尚呈現

增加的趨勢。但從 83 學年度起，大專院校之每生平均分配經費開始出現

負成長，並且有逐年下滑的現象，在其 86 學年度的每生平均分配費用與

前一學年度相比，甚至出現將近 20%的負成長；而在專科學校方面，由於

教育部政策使然，專科學校數逐年減少，使得每生平均分配費用有些微上

升趨勢。其中大學院校驟增的結果讓學生的所能分配的教育經費逐年下

滑，至 91 年度為止，每生所分配經費為 4,149,260 元，此水準比起七十八

學年度，竟然還低了約 1 萬多元。若把數值與國際間之高等教育情況做一

比較，可發現我國在高等教育上對每位學生支出之教育經費有過低現象。 



第二節 我國高等教育退場機制之建構 

「進退場機制」是透過「價格」與「市」的互動，進而讓市場中產品

供需達到一定程度的均衡。建構在完全競爭市場中，生產者不受干預，有

進出市場的自由，若有利可圖，新的生產者也可進入市場競爭，若經營不

善亦可自由退出。這原本是產業界受政府干預並考慮機會成本後，用以獲

取最大利潤之主要策略，亦即在市場經濟體制中，供應者擁有自由進出市

場之機會(蓋浙生，2004)。 

「大學退場機制」一詞是當下台灣教育改革最熱門的議題，也是其他

國家依循市場機制調整國內高等教育結構時所考慮的方法之一。本節主要

目的在暸解國內、外各國推行大學退場機制之策略與方式，推行時遭遇到

的難題，我們可以利用國外的實際經驗做為借鏡，發展出適合台灣的退場

機制。 

大專院校在經營上的困境，主要是財源不足且招生不足額，如果可以

將一些辦學績效不佳或是學術品質下降的院校加以裁撤，不僅可以解決財

政問題，也可以確保學校的教學品質。 

本節將概略性的介紹我國近幾年推動大學整併時之目標、對象和實施

方式，並說明在推行整併時所遭遇之難題。最後將參考國外推動大學整併

時之經驗，比較我國與他國在推動大學整併工作時的策略或原則之異同

性。 



一、我國現行退場機制之目標及對象 

本研究根據「國立大學校院區域資源整合發展計畫」之內容，整理出

計畫之實施方式、目標與對象。 

(一)  實施方式 

包括「校際合作(如系所規劃、師資聘用、運動設施、校際選課、研究

計畫等事項)」、「策略聯盟(整合數個有潛力的研究中心或具有學術性之

發展方向、特色的學校，逐步整合可互補之大學校院成為一個新大學系統)」

與「學校合併(鼓勵同區域或性質可以互補的國立大學校院合併，成為一個

規模更大、資源更充裕及更具競爭力的大學)」等三類。 

(二)  目標 

包括「調整國立大學院校的經營規模，以提升教育品質與教學績效」、

「合併地區性大學校院為綜合型的國立大學，發展新型態的高等教育學

府，以增進高等教育的競爭力」與「鼓勵大學資源整合共享，滿足地區需

求，促進地區教育發展」等三項目標。 

(三)  對象 

包括「位址相同或鄰近之學校」、「經營規模過小，不符合經濟效益

之學校」、「校地面積狹小，空間不敷使用之學校」、「校地面積及校舍

建築規模未達大學及分部設立標準規定之學校」、「教學及研究領域具有

互補性質之學校」與「其他專案報經教育部核淮合併之學校」等六類對象。 



二、我國現行退場機制之策略與方法 

為提升大學的教學品質和爭取政府撥補的教育經費，加速大專院校建

構退場機制，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在台灣尚無此類經驗，只能先依照國外

已經成功的案例做為台灣改革的借鏡，但不一定所有的經驗都是符合台灣

的現況，所以，必須一步一步的摸索適合台灣的退場機制。 

現階段有下列幾種方式正在進行： 

(一)  推動私立學校法修法 

新私立學校法在距離上次民國 86 年全文修正將近十年多的時間之

後，終於在民國 96 年 1 月 16 日修訂完成，條文內容大幅修正、結構重新

調整，其背後之立法精神及原則更是有重大的改變，與修正前之私立學校

法有著截然不同的面貌。 

我國生育率大幅下降，還有因應加入 WTO 之後的強大競爭，台灣教

育體系出現重大的衝擊，促使修正現行法規，大部份私立學校都認為之前

的法條太過於嚴格，致使缺乏私立學校自主性，影響到未來的結構發展，

所以修改私立學校法是必走的路。修改法條的原因不外乎為以下八點： 

1. 建立一法人可設多所學校機制 

突破目前一法人僅能設一學校之限制，未來同一學校法人可設多個學

校，除可跨縣市外，還可從國小、國中一路設到大學，除可貫徹同一經營

團隊的辦學理念，使學校更有特色外，並可以讓其所設的各個學校資源融

通運用，發揮更大的作用。 

2. 透過捐助章程讓私校經營更自主 

未來學校的經營及決策權將全部交由學校法人自行管理，所以相關遊

戲規則諸如:董事總額、資格、選(解)聘；董事長的推選、解職；董事會的



運作事項；及對學校管理方法等皆授權由學校法人於捐助章程中明定，希

望藉由讓學校法人自訂遊戲規則的方式，促使其思考如何確立自身最佳的

運作模式，並落實於學校整體發展。 

3. 提高捐贈私立學校之所得稅優惠 

為鼓勵私人捐資興學，統籌運用捐款收入，以促進私立學校平衡發

展，通過個人或營利事業經由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對學校法人或私立學校

之捐贈，本次修法特別增訂，如未指定捐款特定對象，得「全數」作為列

舉扣除額或列為費用或損失。 

4. 建立學校退場及多元發展機制 

因應少子化趨勢，本次修法特別增訂私立學校合併的相關規定，未來

學校間或學校法人間合併除有明確的辦理依據外，更提供相關稅賦優惠，

諸如:因合併移轉之不動產、動產及擔保物權於變更登記時，免納規費、印

花稅及契稅;土地增值稅准予記存;因合併移轉之有價證券，則免徵證券交

易稅；且移轉貨物或勞務，亦非屬營業稅之課徵範圍。另為有效利用教育

資源，特增訂私立學校得不經停辦方式，由學校法人申請改制為其他類型

之學校；同時學校法人因情事變更而無法達成捐助目的時，可以轉型為其

他文化、教育、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 



5. 因應國際化增加興利條款 

本次修法除解除外國董事不得超過 3 分之 1 的限制外，並開放外國人

擔任校長及董事長；另開放我國人民亦可設立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附

設幼稚園，專收具外國籍學生。同時為吸引國外人才來臺服務並鼓勵學校

招收外籍學生，明定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得附設之外國課程部或班，專

收外籍學生，以因應國際化趨勢。 

6. 建立資訊公開及監察人機制 

由於私立學校有其公共性，配合相關鬆綁措施，增訂董事會報酬費

用；學生收費項目、用途及數額；法人及學校預決算、經費來源及財務報

表等資訊應予公開。並參照日本、韓國之私立學校法，設置監察人，希望

由學校法人建立自我管理機制，並達成本次修法促成學校法人自主且自律

的目標。 

7. 減少行政干預，擴大司法協助 

面對董事會內部之爭議，主管機關儘量減少干預，只於董事會無法運

作或違法時介入，且在經過一定行政協調及限期改善程序，仍無法改善之

情形下，才適時請求司法協助，排解爭議。 

8. 評鑑績優學校放寬辦學限制 

本次修法對於評鑑績優的私立學校，特別開放其增設系所班、招生人

數、入學方式及其名額之分配、遴聘校長、專任教師之年齡及學生收費與

辦理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或學校內之教育實驗，於報經主管機關同意後，

皆得放寬不受本法及相關法令規定之限制。對國民中小學部分，特別放寬

以報學校主管機關備查之方式行之即可。 



私立學校法修正後，帶來的評價不一，暫不探討修法後的變化，加入

以上理念，確實創造出跟以往不同的新思維。比較修法前後的差異，我們

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 

(1) 一法人不必限制只能設置一所學校，在條件放寬之後，一法人可以設

立多個學校，可以形成一貫的私校體系 

(2) 實施履約責任保險制度，可以避免校方惡意倒閉或是因故解散停辦，

使學生的權益受到保障 

(3) 在教師任用和收費之特定範圍內，不受現行法令之限制，增強私立學

校的自主性 

(4) 退場機制的相關規定已經有雛形，開放私立學校透過合併、改制，直

接以市場的供需來決定最後的優勝者，加強私立學校的競爭力 

(5) 主管機關原則上不介入董事會內部爭議，由法院處理之 

私立學校轉型是下一波的潮流，經由改制成其類型之學校或是轉型為

其他的文化、教育或社會福利之財團法人，讓需要退場的學校有更多的空

間，並且強化退場機制之法令，使之更完備且有效。 

(二)  訂定最低入學門檻 

高額的大學錄取率，成為許多學者憂慮的問題，社會也開始出現反對

的聲浪，入學門檻變得很寬鬆，加上少子化衝擊，許多學校面臨招生不足

的窘境。這樣的低入學標準，許多學者紛紛表示對台灣未來大學的品質感

到憂心，擔心大學高中化的結果會讓大學不再是菁英教育。 

大學教育是學生依照自己的興趣和程度進入該校系後，讓學生在喜歡

的領域裡盡情發揮，教授只是扮演輔助學生的角色，激發學生在這領域上

的潛力。提高畢業門檻當然是解決的方法之一，但應該從根本做起，一開



始入學時就該有相當的標準，不只是最後嚴格的審核，怕是大學教育變成

被動式教育，等於回到國中、高中被動式的教育，品質下降。 

當務之急應該是要加緊成立客觀的大學評鑑制度，從學校的師資、設

備、報到率等方面來做評鑑，建立淘汰的機制，這樣一方面能夠提升大學

的品質，讓有心辦學的私立大學能有平反的機會，另一方面也讓國立大學

有所警惕。 

當前錄取率遽增而造成學生品質不佳之社會疑慮，教育部應該議訂適

宜之錄取門檻，維繫大學生基本入學品質，具體回應社會輿論之期待。 

(三)  控管學生品質及基本素養 

大學教學品質與學生基本素養維持係大學的基本任務，必須由完善的

評鑑制度以長期性追蹤考核，促進大學自我提升與改進之動力，因此，應

將學生評量、學習成效、畢業門檻及基本素質表現等面向納入大學系所教

學評鑑各項指標，並落實評鑑結果與退場機制之結合，以維護大學生品質

與基本素質。 

綜上，推動高等教育質的改革，落實大學退場與強化大學生品質管理

機制，是社會之期待，亦為政府之責任，教育部將逐步落實法令制度、評

鑑機制及招生考試等各面向之改革，建立合理可行之大學退場機制，提升

大學品質。 

(四)  同質大學合併 

我國大學整併的觀念早在 1995 年「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中就被提

出，書中主張若學校規模過小，或者是無競爭力的學校就應該考慮與其他

大學合併；接著在 1999 年，教育部公佈了「地區性國立大學校院整併試

辦計畫」，促成我國大學學校整併成功；近來另有「推動研究型大學整合



計畫」與「輔導新設國立大學發展計畫」，分別以專案經費推動研究型大

學與新設立國立大學進行整合。 

而目前教育部在推動大學整併時主要乃是依照著「國立大學校院區域

資源整合發展計畫」來進行，最近即按照此計畫內容在推行師範院校與鄰

近大學校院相互整合或調整系所，以朝向綜合大學轉型發展。上述計畫幾

乎是針對國立大專院校而訂定，依據這些計畫內容，使得教育部在整併公

立大專院校時擁有主導性；但私立學校目前在大學整併上並無任何法源基

礎，只要經過兩校董事會同意，便得向教育部提出合併計畫，經高等教育

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即可執行之。由以上可知，教育部可主導各公立大

專院校進行整併，而私立學校卻需經由兩方學校之董事會同意方有合併可

能。因此，在每個學校多少都存在自我意識、誰都不希望被整併的情況下，

公、私立大專院校之整併工作將是件艱困的工程。 

三、我國退場機制實施時遭遇的難題 

政府自 90 年代開放大學入學設立門檻，使得大專院校的學校數激增，

大部分成為學院或是科技大學的學校來自於未開放前的技職學校，例如：

五專、二專和高職，全面性的改制成技術學院，但改制速度太快，致使有

些內部營運和準備的工作尚未轉換完全就開始招收學生，學生的權益有可

能受損，社會對於新興的大專院校學生，也開始用不同於以往的標準來檢

視。 

檢視國內技職校院的教學環境，無可諱言的，學生的產出品質面臨了

若干的問題(教育部，民 92b)： 

(一)  技職教育普及後平均素質降低 

學生的就業能力經業界與以往畢業生的就業表現進行比較，其比較

差。尤其產業界批評技職校院培育的人才與業界需求有相當的落差，顯示



技職校院在設立系科所系科別，發展課程與教材、師資聘用及師生的實作

實習等，與企業界的互動與合作顯需加強，致難以塑造技職校院的特色。 

(二)  公立學校持續增設或增班 

加深公私立學校資源差距，造成私校招生困難。私校招生不足經營出

現困境，教師工作權及學生教學品質無法獲得保障，降低學習品質。 

(三)  與社會難以銜接 

學生在校所學知識和技術，投入就業市場之後銜接常產生問題，勞委

會及青輔會等單位雖有委訓辦理第二專長訓練班次，但僅止於治標非治本

之道。此外，在促進技職校院追求教學卓越上，仍有幾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諸如：學生學習成效不如預期。以知識經濟為導向的產業發展趨向，畢業

生在就業市場的學用配合程度，回應到技職校院課程仍有許多改進的空間

(陳聰勝、張吉成，2002)。 

(四) 技職畢業生的知能待提昇 

若從 1996 年至 2001 年間的勞動生產力加以比較，除了解產出與勞動

投入間之消長狀況外，也顯示畢業生之生產力增加速率緩慢的事實(行政院

主計處，民 92)。 

(五) 產業環境變動快速 

大專院校畢業生的國際流動能力需求加深，以 2002 年五月的統計資

料顯示，高達 62351 家的廠商外移中國大陸，以及為數可觀的企業均為跨

國型企業，畢業生的國際流動能力已成為核心知能之一。需要建立教學卓

越的指標及其指標間的權重值日趨重要。各技職校院課程特色之建立有待

加強，並且需要和各指標間建立緊密的聯結。 

(六) 學生核心知能的設定 



符合二十一世紀脈動發展的需要，教學的實施因各校的差異，並不一

定教學結果能符合新世紀高等教育的需要，也難以確保畢業生已具備良好

的繼續學習技能。 

第三節 他國高等教育退場機制之建構 

60 年代，全球高等教育急速地擴充，使得高等教育由菁英型走向大眾

型，在很短的時間內高等教育擴充太快，其他配套措施沒有準備完善，做

法略顯草率，導致引申出一些問題，衍生出退場機制，藉以解決問題。 

以下先介紹各國發展出的退場機制和實際成功案例，再和我國所推行

的方法做比較。 

教育如果沒有寬廣高層次又清晰的文化意識，就只剩下空殼，(Ed. 

Spranger，1920)，教育結構反應文化意識還有教育發生的歷史情況。教育

改革如同將教育重建，跟文化轉型息息相關。 

西歐現代教育系統的發展是啟蒙運動組成一連串的現代化程序，現代

化是一種持續不斷的理性、知識化步驟，也是揭開世界面紗的動作

(Weber，1970)，西方理性化的模型變成世界的楷模，將全面的文化定位傳

達出去。 

西方現代化的影子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它的足跡，在非西方國家發揚

光大而且加入新的元素，促使它繼續前進(Latouche，1989)，源自於西方經

驗的理論、模型和觀念，在許多非西方國家建立起現代教育的步驟。 

以下介紹英國和日本的高等教育改革的過程，影響其他國家的變化，

作為台灣高等教育改革的依據，吸取他國經驗，發展出適合台灣的改革制

度。 

一、英國 



英國由於在 1970 年代發生了經濟不景氣，使得國內就學人口數減少，

造成學校供過於求以及辦學績效不彰等結果。英國政府為了解決此現象以

重新調整教育結構，在 1972 年頒布發表了「教育：擴展的結構」白皮書，

要求一些規模較小、條件較差的教育學院實行關、停、併、轉(梁金盛，

2000)；而到了 1981 年時，英國政府又決定在三年之內削減大學總經費的

17%(林雅卿，2003)。至此，由於上述因素，使得英國國內許多教育學院

必須與它校進行整併，結果最後有少數的教育學院併入了其他大學內，而

大部分的教育學院最終都是與其他的學院或是和多元技術學院進行合

併。雖然英國政府的學制從 1960 年中以來的雙軌高等教育體制，到 1990

年改變成一元制的高等教育體制，但是各大學間的合併動作卻一直沒有停

過，如英國曼徹斯特的二所大學在近年合併成為英國規模最大的大學，其

目標欲成為全球前二十五的世界名校。 

在英國大專院校進行整併的大學，以一所較大的學校(約有學生達五千

至一萬人)與較小型的學校(約有學生一千人左右)來進行整併者居多。因

此，英國政府在進行大學整併時所考量的要件除了可以增加成本效益之

外，學校規模也是其考量的著眼點之一。藉著此大學合併方式，可以幫助

學校達到資源的整合，以強化其生存的利基。 

2007 年英國在高等教育有重大的變革，先是改組英格蘭中央教育主管

部門，強調英國大學對該國經濟發展應擔負更積極的責任，以及增進大學

與工商業界間之聯繫與配合。尚有以下的改革行動： 

(一) 新的評鑑系統 

為追求大學卓越，提昇高等教育品質，必須藉由實施或改革評鑑機

制，以暸解各校辦學積效，並不斷改進創新，以達到增進整體高教素質及

國家競爭力之目的。近年來歐洲的高等教育評鑑作法開始受到重視，其中

英國為高教發展歷史最為悠久的國家之一，且自 1980 年代以來，隨著績



效責任要求的增加及高教預算的削減，英國開始成立不同的評鑑組織，監

督各高教機構品質保證制度的運作與執行情形，以致造成高教機構必須重

複受不同機構的評鑑，造成評鑑頻繁，並浪費人力及資源(蘇錦麗，2006)。 

(二) 擴大弱勢族群進入高等教育 

為擴大英國高等教育的入學機會，將針對政府對大學生的經費補助進

行改革，增加對學生的經費支持，政府將增加對全時進自大學生提供的獎

學金名額，對家庭年收入在 25000 英鎊以下的大學生核發全額獎學金，此

項規定大幅調高了家庭年收入的門檻高限制規定。 

英國約有一半的人口是屬於低社經背景家庭的成員，但是在高等教育

機構中出身低社經背景家庭的學生僅約佔 28%，因此，低社經背景家庭子

女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明顯偏低，也反映出教育機會不均等的問題相當嚴

重，所以各校在 2006 年調高學費後增加之收入，應優先用在提供低社經

背景學生的獎學金上。 

(三) 大學教育應重視技能的訓練與培養 

大學校院近年來已相當努力地投入對社區及工商企業界之服務，但是

單靠大學提供服務是不夠的，要使大學與工商業界能達到更緊的配合，或

要使大學能對經濟發展發揮更有效的作用，還需要吸引工商業界雇主的積

極參與及支持。英國的就業市場並非缺乏工作機會，而是許多工作機會

缺，但企業界無法聘到具有該項工作所需技能的人才。政府提供具體變革

措施包括： 

1. 建立一套全國學生實習制度，增加學生實習機會 

2. 創造有利於雇主改善實習的環境，例如讓雇主能透過實習授與學生其本

身認可的資格 



3. 透過提供薪資補貼的試辦計畫，增加中小企業提供高品質職業或技能訓

練的吸引力 

4. 政府公部門機構中增加學生實習的機會，提供特遣人員(task force)來改

進倫敦地區接受實習的情形 

5. 或許可透過政府採購過程的合約議定條件，鼓勵提供政府採購服務的廠

商提供學生實習的機會 

英國政府計劃擴大並強化學校教育的實習制度，發展學生成為具有世

界一流的技能，目標使實習制度成為學校教育的主流，期望在 2013 年時，

要使所有 16 到 18 歲的合格學生都有能夠到實務界實習的機會，甚至 2020

年時，透過有計畫地擴充政策至少增加 25 萬個學生實習機會。 

綜上所述，英國的高等教育體制近年來已面臨巨大挑戰與轉變，為擴

大高等教育的入學機會，英國除了增加提供低社經背景出身的學生獎學金

外，同時也引進並推廣兩年制速成基礎學位課程的辦理；此種速成學制之

建構，已導致其與歐盟推動三層級( 3-cycles )學位體系時，要求各會員國

大學部學士級學位之取得應至少以 3 年為原則之政策出現落差。而為加強

大學與企業界之合作，以及強化大學對經濟與社會的貢獻，英國政府建構

全國的學生實習制度，以及讓雇主對實習授與學生其本身認可的資格，來

吸引企業界投入與參與。因此，英國的高等教育透過持續不斷的變革與創

新，將塑出一套嶄新的架構，邁向迥異的新境界。 



二、日本 

1868 年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政府依照西方原則規劃出一套教育改革計

劃，教育改革在培育新時代精英扮演重要角色，日本是第一個教育體系受

到西方現代化影響甚巨的國家(Green，1997)。世界的高等教育體系正在整

合，1991 年解除對大專院校的多項規定，建構自我監督、自我評價和無任

期的系統，且為了解決 21 世紀的全球性競爭、老齡化的社會、加上生育

率降低，2000 年政府對於之前所做的管制已逐漸鬆綁。 

市場敏感的教育政策，不只有在日本，美國、英國和澳洲都面臨市場

化的危機，大專院校的立即目標變成，加強內部管理、財務狀況和民營化

問題，不可否認的，將大專院校企業化經營也是未來的走向。日本的大專

院校同樣面臨到全球化的問題，影響日本高等教育政策市場機制的因素是

什麼？而政府政策會如何變化日本高等教育？遵照 1998 年大學會議裡重

要的議題，而且要參考西方國家的經驗，最後要考慮日本已存在的結構性

問題，都要一併分析解決。 

(一) 1990 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 

1991 年高等教育改革在日本一觸即發，主要改革的重點在於重新打造

大專院校學生的課程，把低層教育的課程簡單化，還有全面撤銷大專院校

的管制規定。1991 年以前，一般教育是低層教育部份，專業教育在高層教

育部份，區分的很清楚，課程發展的彈性很小，但撤銷大專院校的管制規

定後，帶領大學部門和層次間改革，新的多訓練的部門也跟著重建，到了

1997 年，百分之 97 的四年制大專院校都宣示要重建課程，因為課程改革

可以提升教學品質，一個具體的子系體，包含教學大綱、一學期的系統、

有效率的教學助教和學生教學評鑑。 



研究政策這一領域，1995 年的科技法律證實研究的重要性，它加強研

究領域的基金和設備，許多大專院校投入更多的資源在研究系統中，例

如：學校行政人員的個人技能加強、增加研究生和博士後研究生，同時地，

自我監督、自我評價系統化的活動化研究以達成更有效率的管理，自我監

督和評價是解除規範後維持大學品質的不可或缺要素(Yamanoi, 1999)。 

美國大學使用自學活動當作是認可的過程，當自我檢驗過程能夠有效

地運作，就可以大量生產仿效機能型的機構和增進教學，自我評價是自願

性的，可幫助強化大學自主性，日本從 1991 年起吸取美國經驗，開始大

專院校的改革動作。 

觀查日本大學來看一個研究導向的學校文化，日本是長期以知識取勝

的地方，雖然 1991 年的解除規範加速大專院校的改革，但固執又傳統的

學校文化和自願性的改革卻停滯不前。 

(二) 全球化的影響 

21 世紀社會因為新的和強大的力量進行全球化的經濟活動而重新洗

牌，參與基本人類事務的首要事務就是成長的知識和進步的民主政治系

統，全球化過程就像把世界壓縮，世界看成一體的概念(Dudley, 1998)，但

高等教育會收到較少的公共資金，新的預算會集中在科技、科學和市場導

向的領域，全球化改變高等教育研究，也變成科技導向，而且對於產業政

策和智慧財產策略更加敏感。 

這樣的現象帶來以下的結果： 

1. 強烈的財務緊縮，注意力都集中在別的地方，社會和經濟理性的大學 

2. 私立學校擴張，還有依頼學生經費的公立機構，讓高教系統漸漸私立化 

3. 高教機構在解除規範後對於管理會更有責任 



4. 市場力量主宰高教的規模和價格 

5. 當機構數量增加時，為了被公立機構和意見認可，會確保高教品質 

6. 教育的結果是確保品質和財務最為重要 

日本高等教育的外部改革對於日本大學是否能面對責任的壓力，有爭

議的是，改革的腳步並沒有把外部的責任列入考慮，只把內部責任擺第

一，自我監督和評價只能合理化內部的活動，改革結果容易自滿，學生或

是社會需求沒有慎重考慮進去。 

(三) 建立第三者評鑑制度 

大學會議報告中指出，第三者評鑑制度將會在 2000 年施行，貫徹自

我監督和審核，為了提升研究、教育和教學，還有政府下放權力，讓大專

院校更有自主性，這些都是基本的原則，但是由校方自己來執行評鑑動

作，會不了解程度進步的多寡，在此壓力底下，大學要經由第三者來評鑑

會較為公正。 

第三者評鑑的任務為： 

1. 完成多方位多元活動的評鑑，包含教育、研究和社會服務，各大學都應

該藉由此結果來增進教育和研究活動。 

2. 多元活動和研究成果的結果將是多方位的，大學將會被認可為公立機

構，公家的支持和補助也會增加。 

(四) 公立大學法人化 

日本公立大學是直接由政府管理，日本公立大學只有很微弱的自我管

理力量，為使權力下放，教育部讓公立大學更加有管理彈性，由政府分發

權力出去，各大學可以認可它獨有的系統，不用經過教育部的同意，雖然



是將有巨大官僚風氣的公立大學系統轉向責任性和科技導向的學校，此決

議還是受到很大的爭議。 

優缺點為以下幾點： 

1. 因應全球化議題，有效分配基金、科學科技升級，但一個有效的基金政

策會減少基礎研究和長期的研究發展，再者，如果由第三者評鑑來評斷各

校所能分配的金額，可能會不利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的發展。 

2. 與美國學校相比之下，日本公立大學的管理階層沒有經過專業地的訓

練，即使是名列前矛的學校也有此種情況。 

3. 當有名望的研究型大學可以適應新的計劃，但不確定資源較少的本土和

小型學院型公立大學，可以完成此計劃，一致性的計劃，忽略各大學間的

差異和情況的不同是無法接受的。 

(五) 日本高等教育的結構問題 

美國、英國、澳洲和日本，無論是誰都在對抗全球化問題，高等教育

預算減少，財務問題是解釋這些變化的主因，各個國家都有其特殊的環境

和問題，所以無法直接做比較，日本有特定的情況深植在它們特有的文化

和結構裡，日本是個老齡化國家，同時也面臨下降的生育率。 

所有人都希望能夠進入大專院校，只有擁有競爭力的人才能擠進高等

教育的大學窄門，但高等教育成為大眾化後，大學學生的素質也是慢慢降

低，許多學生缺少基礎知識和專業技能即進入高等教育。 

為了解決此結構性問題，學院性質裡的傳統學生可以轉變成終身學

習，美國在 1970 年代已經承認終身學習社會，高等教育體系需要非傳統

學生的加入，例如：兼職學生、老年人、專業人士和家庭主婦，正在勞動

市場的潛在學生，也希望高等教育給予再學習的機會。彈性轉換系統就能



實現此願望，但是，一個嚴格的大學系統，阻止彈性轉換和重新申請的學

生，非傳統的學生佔小部份。 

有效的在職訓練系統在勞動市場刻劃單獨化扮演重要角色，日本企業

訓練他們的員工達到高品質技能、有效率和高度生產力，這些是在職訓練

的目標， 

(六) 結論 

根據資料指出，日本預計在 2003 到 2005 年間將現有 99 所的國立大

學合併成為 80 所國立大學(周立平，2003)。由於日本的文部省對於其所管

轄的國立大學有極高的治理權，所以之前整併的大學幾乎都以國立為主，

合併的原則是以地域性作為主要考量，希望能整併成為一縣一大學的情

況。 

日本在大學整併之經驗方面有幾點可供台灣借鏡(李隆盛，2005)。第

一，同一地區綜合與單科大學整併的成功率較高；第二，一縣一所的地方

國立大學不易進行合併；第三，都會區的公立大學有利整併，此項在台灣

值得鼓勵；第四，師資培育大學仍待特別關注，在日本其教育大學或教育

學院的合併成效並不彰。 

此議題在日本高等教育政策和分析中爆發出來，也同時檢驗特定西方

國家社會和經濟因素改變的高教政策，21 世紀以經濟面探討大專院校之生

產新知識和個人化訓練，對於社會責任的需求也更大。 

改革在大多數國家加速進行中，未經歷的問題將會整合，但政府的補

助無法滿足高教的社會需求，日本的公私立大學都面臨到有限財務和責任

問題，未來納稅需求足以轉換公立大學在管理結構中表現更好。 



日本高教的結構問題仍未解決，他們憂慮低標準的大學學生會轉變成

終身學習大學和勞動市場的成員，在公私立大學都出現似的問題，這個無

法避免的麻煩時代到來，則要多付出注意力在上面。 

近年來由於日本大學升學率的繼續攀高與大學學風不振等因素下，使

得大學與大學教師在社會上的地位與價值大幅下滑，再加上日本經濟持續

的低迷，日本文部省即於 1990 年代開始進行一連串的教育改革。其中「大

學機構改革方針」這項計畫便是利用大學整併的方式來達到大學機構調整

的目的。 



第四節 本章結論 

西方國家現代化過程從啟蒙運動在最後的幾個十年裡達到頂端，全世

界都在建造電子化、全球化、沒有時間限制和科技的全球系統，西方科技

夾雜優越性支配著文化原則和社會建設，不久後，後現代勢力的崛起對

抗，因為歐洲集權者霸權的現代科學和科技傾向，文化意識的知識在世界

許多角落爆炸，對抗優越的西式教育理論。先天知識型式無法成功的產

生，依照西式傾向的教育改革不應該加諸在非西方國家，先天知識已經在

世界的部份地方嚴謹的實行。 

為了互相連接來自西式理性的全球系統，台灣教育創新不能逃離西方

影響，西式理性效率的人力資本和現代化理論在 1960 年代實行台灣教育

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後現代對抗歐洲集權，台灣珍惜本土或是先

天語言是近來的教育改革價值，研究原有文化意識，台灣面臨不只是全球

國際化的傾向，也受限台灣特有的歷史定位。台灣在日本統治 50 年後，

因為日本教育也受到歐式影響，所以教育改革除了探討現有事件外，還必

須從歷史角度分析。 

由以上幾個國家的例子可知，我國目前推行大學整併的方法乃集合了

各個國家之策略。綜觀這些國家高等教育整併的工作，都是要藉由整併來

擴大高等教育的規模、降低成本、提昇學術競爭力，以追求國家教育發展

政策的卓越發展。 

整併是讓學校轉型成為綜合型大學之快速捷徑，整併可以讓大學更具

備適當規範，藉此提昇成本效益；整併後之大學校院能互補所長，強化競

爭力；運用整併爭取更多教育資源，以促進大學發展，並增進國家整體高

等教育資源之整合與運用，過程重新檢討大學校院辦學之利弊得失，從而

進行學校教育改革，創新大學經營策略並提昇教學研究品質。 



世界經濟論壇公佈 2007 到 2008 年全球競爭力評比報告，美國排名第

一，成為最具競爭力的國家。其次為瑞士、丹麥、瑞典和德國。不可諱言

的，知識經濟時代的市場競爭，正加劇影響著高等教育的課程與教學。講

求創新、彈性、速度、知識的知識經濟特質，以及教育產業全球化的趨勢，

正無聲無息的導引高等教育的發展，既形成大專院校的環境，也影響教學

卓越環境，更成為競爭性環境的依托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