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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第五版國內外高等教育新聞著重於疫情對高等教育的衝擊、專業科目設立、大學定位以及高教建言等面向之議題 

介紹。在疫情衝擊部分，如澳洲提高了國際教育部門對大陸留學生的風險管理和危機應對策略；在新的專業科目設立部分，

越南將開設 17 個新專業科目，包括電子工程、城市發展管理、醫學物理學、數據科學以及地質工程專業等，以吸引學生並

滿足未來的勞動力市場需求。在大學定位部分，全球大學開始對話的基礎，以期在相互尊重多樣性和應對共同的全球和區

域挑戰的需求的基礎上，尋求對當代大學的共識；國內則是在總統大選時，私立大專校院校長提出六項對未來總統的建言，

包括保障學術自由、因應少子化衝擊、維持公平競爭環境、訂定學雜費調整機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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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篇 1 

澳大利亞國際高等教育遭受的最大危機  

美國教育部的數據顯示，截至 2019 年底，中國留學

生占澳大利亞國際學生總數的 28％。今年有超過十

萬名中國學生在澳大利亞學習，但隨著冠狀病毒的

爆發，他們不太可能在學年開始前準時到達。與

2003 年的 SARS 疫情相比，當時疫情達到頂峰時是

發生在學年開始之後，因此國際學生的入學率並沒

有顯著減少，而且 SARS 爆發感染的人數不到感染

冠狀病毒的人數的一半，當時澳大利亞也沒有對那

些從受影響國家旅行的人實施禁令。這次的冠狀病

毒危機對許多中國學生造成了沉重打擊，這不僅影

響了學習、兼職工作、生活計劃與心理健康。澳大

利亞也從未經歷過如此突然的學生人數下降，特別

是在中國學生比例最高的大學和碩士階段，如果班

級人數太少，大學只得取消課程。而影響還不止於

此，迎合國際學生的旅遊業、飯店和零售商也將受到

重創，中國學生在 2019 年為澳大利亞經濟貢獻了

800 萬美元，因此其財務影響將是巨大的，第一學期

入學人數減少的費用可能總計達數十億美元。澳大

利亞國際教育委員會已成立全球聲譽特別工作小組

來應對此次危機，各大學也迅速提出各種回應，包

括：在線提供課程、提供強化課程以及夏季或冬季

課程、費用退款和延期、提供清楚和最新的信息，為

中國學生提供諮詢、特殊幫助專線以及針對冠狀病

毒的信息指南以及解決簽證問題、安排住宿與就業。

中國的準學生也將特別關注澳大利亞的反應，而這

次疫情爆發也進一步提高了國際教育部門對風險的

管理和危機應對策略。  

越南大學開設新的專業科目以滿足勞動市場趨勢  

理、生物醫學工程、工業管理、人工智能、生物技術和城市基礎設施

工程。去年，教育和培訓部門發布了關於啟動新的培訓課程，中止入

學和撤銷新的學士學位培訓課程所需條件和程序的通知。根據該通

知，大學必須至少有 10 名永久性的新專業專職講師，並確保實驗室

及供學生練習的講習班等設施足夠。還必須擁有圖書館和電子圖書

館，以滿足講師和學生的教學、研究和學習需求。許多私立和公立大

學都在利用現有的講師和設施來教授新專業的課程，但也正在招募

更多的講師並進一步投資於設施。  

資料來源： Viet Nam News (2020)。 取自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200208085640766   

根據去年七月生效的《高等教育法》中擴大大學自治的規定，公立

大學制定了新的計劃。例如，越南國立大學胡志明市的科學大學將

開設醫學物理學、數據科學、應用數學、數學和計算機以及地質工

程專業。該大學的信息與傳播負責人表示：數據科學對培訓工業

4.0 的勞動力至關重要，尤其是在大數據方面，因為它在各個領域都

可以應用。數學和計算機專業也將應用於金融和銀行業。公、私立

大學將開設 17 個新專業科目，包括電子工程、城市發展管理等，以

吸引學生並滿足未來的勞動力市場需求。杭州國際大學的新專業科

目包括助產、普通醫學、口腔健康、數位行銷、自然資源和環境管

資料來源： Ziguras, C., & Tran, L.（2020）。取自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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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Yonezawa, A. (2020) 。取自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200127100853755  

我們是否具有共同的大學身份？  
在隨著現代大學系統的建立和發展的過程裡，大學的概念是從西方引進的，但具有東方的知識傳統和身份。近十年中，基於科學和技

術的東亞各國經濟的興起，驅使各國領導人和高等教育研究人員尋找其大學和高等教育系統的身份，而這些大學和高等教育系統與西

方國家不同，並且在該地區具有相似性和差異性。東亞全球一流大學的出現加速了這一趨勢，例如，新加坡一流大學表明有可能在強

大的國家基礎上建立世界一流的大學。儘管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以分散大學管理的權力，但仍缺乏關

於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的明確共識。如今，在龐大的國家投資和國家人才的推動下，中國的頂尖大

學力求地區排名。因此，中國大學的戰略和概況受到大學治理與黨的領導之間的聯繫以及政府對頂

尖大學和頂尖學科的系統支持的強烈影響。近年來，民族主義的興起改變了全球高等教育的格局，

特別是東亞的大學模式中日益增強的自信心可能導致這樣一種說法，大學的全球發展正在刺激知識

上的「軍備競賽」，與各國政府和企業的緊密聯繫往往將學術交流和合作與國家利益聯繫起來。即

使在其國家憲法保障學術自由的日本，也發生了法律訴訟，以防止與某些國家的研究人員進行國際

合作。現在是全球大學開始對話的基礎，以期在相互尊重多樣性和應對共同的全球和區域挑戰的需

求的基礎上，尋求對當代大學的共識，但更重要的是，對話應由從事跨國家和跨機構自我反思的學

者領導，世界各地的大學只有共同致力於這項工作的學者的意志才能共享共同的身份。  

私立大專校院對 2020 年總統候選人的高教建言  
由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私立專科學校

協進會、私立學校文教協會及私立教育事業協會等五大私校團體

於 2019 年 11 月 5 日舉行聯合記者會，就 2020 年總統候選人提

出高等教育政策建言。私立大專校院校長們主要的訴求包括以下

六項： 

一、國家應保障學術自由，並維護大學自治，充分尊重大專校院之

「組織自主」、「財務自主」、「人事自主」及「學術自主」，

容許各大專校院依各自教研需求及發展願景，自行訂定學校

發展方向，型塑自有辦學特色。 

二、國家面對少子化的衝擊，應及早採行有效的因應對策，綜合考

量公私立高教所需辦學資源的差異，確保公私立大專校院在

公平環境及條件下良性競爭及發展；促進公、私立大專校院

學生教育機會的立足點平等，並公平負擔受教成本；同時，積

極輔導招生及經營困難學校有秩序退場轉型，充分保障相關

學校之師生權益。 

三、國家應維持公私立大專校院公平競爭環境，不應有對私立大專

校院有差別待遇。私校與公校同是社會公器，但因私校並非教

育部所屬單位，無國家財政預算編列支應，形成學生繳交學雜

費成為私校營運主要支柱之不合理現象。因此，教育主管機關

應建立完整之獎補助機制，真實反映並塡補私立大專校院營

運成本缺口，並減輕私校學生之不公平負擔，以維護我國大專

校院公平合理之發展環境。 

四、國家應建立常態性、合理反應教學成本的學雜費調整機制，在

學校有完備資訊公開、自主課責的原則下，由學校依辦學需

求，自主決定學雜費調整幅度，再報請教育主管機關「備查」

即可。 

五、國家應鬆綁私立學校募款法規，儘速修正私立學校法第 62 條，

允許個人或營利事業捐款給學校法人或私立學校，得全數作

為列舉扣除額或列為費用或損失，使私立學校與公立學校減

稅待遇相同，以提高個人或企業捐贈私校之意願。 

六、國家應建立公平的大專校院教職員退撫制度，推動修正相關法

令，將私立大專校院教職員第一層養老金之年資給付率，由

1.3%提高至與勞工保險相同的 1.55%，並將第二層職業退休

金提撥率，從現行的 12%逐年提高至比照公教人員退撫制度

的 18%，以有效提高私校教職員之年金所得替代率。此外，私

校教職員之超額年金，應比照公立學校，由政府全額負擔。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撰 ，載於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資訊網（2019-11-05）。 

Professor Akiyoshi Yonezawa, Tohoku 
University, Japan.  

圖片來源: 取自 https://udn.com/news/

story/6841/4010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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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篇 2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台灣地方教育發展學

會、學校行政學會、比較教育學會、台灣高等教育學會等 7 大高教

機構與民間教育團體於 2019 年 12 月 3 日共同舉辦「面向教育．面

向總統：親師生的教育許願單」論壇。事前先請 3 千名師生及家長

填寫網路問卷，最後彙整出升學制度、教育經費、課程內容、學習

壓力等亟待解決之重要議題，並邀請三黨總統參選人陣營派代表說

明相關教育政見。 

本學會王如哲理事長亦受邀針對高等教育相關問題提出意見，點出

高教經費公私立落差大，競爭型計畫使用頻繁，不利高教教育機構

穩定發展，更需趨勢分析來引導人才培育，避免流浪人才，解決產

學落差，弱勢扶助也需對接，最後重提大學法人化，可協助高教脫

困並提高大學自主性。 

中台科技大學校長李隆盛則以技職教育為重點，期待中小學就應分

流，讓學術傾向讀高中與大學，技職就讀高職與技專校院，並針對

社會與產業需求，讓高中和高職的比例改為 3 比 7，也要讓大學與

技職加大差異，改善技職入學與升學，加強技職產學合作等。 

台師大教育系教授王麗雲指出，此次網路問卷調查中有 1728 人許

下教育願景，除量化分析外，也透過質性分析近 300 頁意見，並向

總統候選人政黨提出建議，如建立國家教育發展委員會，立法並審

計重大教育政策評鑑，推動多元教育政策研究智庫，也關注師資專

業，行政減量，經費分配落差檢討等。  

資料來源：吳柏軒撰，載於自由時報（2019-12-03）。 

第二期預計每年投入 9 億元 

                   USR 計畫擴大關懷地球村  

教育部過去 2 年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SR）」計畫，引

導師生走出學術象牙塔，也讓許多偏鄉、漁港獲得重生。教育

部表示，2020 到 2022 年推動 USR 第二期計畫，預計每年投入

9 億元，並新增「國際連結」項目，讓國內大學也為地球村盡一

份責任。2018 至 2019 年是大學 USR 計畫的第一期，主要是「在

地關懷」，在大學師生的協助下，許多原本沒落的地方獲得重

生。2020 至 2022 年是 USR 計畫第二期，除原先的「在地關懷」，

新增「國際連結」項目，引導國內大學師生也為其他國家需要

幫忙的地方貢獻心力。 

教育部 USR 推動中心總主持人、成大資工系教授郭耀煌表示，

大學因獲得公共資源挹注而得以彙集各領域的菁英，但近年來

社會問責聲浪也愈來愈高，要他們以專業來協助解決社會問題，

先進國家都在推動 USR 計畫，台灣則跟世界同步。  

資料來源：林志成撰，載於中國時報（2020-01-11）。 

民間投出教育政策直球  

                                   要求角逐總統 3 陣營講明白  

資料來源：馮靖惠撰，載於聯合報（2020-01-03）。 

教育部表示，今年和明年是「高教深耕計畫」第二階段，為深化成效、配合重大政策，調整共同績效指標。每項共同性績效指標下，

擇定具關鍵性的具體衡量方式至多三個，自訂指標也應聚焦最能彰顯學校成效及投注資源的十個指標。 

值得關注者，有鑑於部分私校被少數董事會或家族集團把持，今年新增「落實辦學公共性責任」指標，包括私立學校治理、學生校務

參與、教師權益保障、校務資訊公開四大面向，引導大學提升校務治理的多元參與，並強化師生權益。在私校治理面向中，新的指標

包括：一、要求董事會訂有任期制並限制連任次數；二、限制期滿連任董事之比例;三、私校一級行政主管不得由董事長、董事、監察

人及校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等擔任；四、對董事會課責，明訂董事會每年應向外界募款數額等。教師權益保障面向則包

括專案教師的薪資保障、教師評鑑的合理性、實施六年限期升等制度的嚴謹性等。另要求校內重要會議由學生代表參與、編制外專任

教學人員的薪資規範比照校內編制內專任教師薪資基準、教師評鑑規範必要項目、公開學校財務資訊、學雜費等。 

此外，為落實「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43 條精神，強化原住民人才培育及輔導資源，一般大專校院 2020 年度高教公共性共同績效指標

中新增「強化原資中心運作機制，提升原住民學生輔導成效及建構族群友善校園」指標。其衡量方式包括：原資中心運作機制及與校

內相關單位合作機制；原住民學生學習、生活輔導機制及其成效（含休、退學改善情形）等。  

新高教深耕計畫不再補助專案輔導校       私校治理也納指標  

圖 片來 源:  教育 部高 教深耕 計畫 網頁，取 自 https://sprout.moe.edu.tw/

圖 片 來 源:  教 育 部 大 學 社 會 責 任 推 動 中 心 網 頁，取 自 http://

usr.moe.gov.tw/  



 4 

 

台灣篇 3 

專科學校評鑑 等第制改為認可制  

教育部近日公布「專科學校

評鑑實施辦法」，2019 學年

起，專科學校校務評鑑從

「等第制」改「認可制」，

不再替專科學校打分數，評

鑑結果改分為通過、有條件

通過及未通過三種。且評鑑

結果與教育部獎補助款、招

生名額增減無關，若評鑑為有條件通過、未通過，教育部將輔導

其改善至通過為止。 

技職司司長楊玉惠表示，過去「等第制」，為大學打分數，易淪

為名次競爭；改為「認可制」後，學校若被評為不通過、或有條

件通過，能清楚了解自己學校的問題，並針對其進行改善。此外，

過去「等第制」之評鑑結果可作為教育部審酌專科學校補助款、

調整招生名額、甚至是停辦學校的參考，但新制上路後，「全數

脫鉤」，評鑑結果不會影響教育部給予的獎補助款、也不會影響

學校招生名額。但教育部每年會定期公布評鑑結果，若被評為

「不通過」，恐有市場效益，校譽不佳也可能影響考生就學意願。 

此外，全國私校工會理事長尤榮輝則認為，目前國內有十多所專

科學校，評鑑以評分方式進行「意義不大」，重點是教育部訂立

校務品質的應有標準，讓學校知道自己是否達標。獎補助款、招

生名額應與評鑑脫鉤，主因是評鑑意在體檢、而非懲處，且若校

務評鑑影響獎補助款，受害的是學生，失去評鑑本意。另高教工

會組織部主任林伯儀也肯定教育部的做法，認為專科大學評鑑

改認可制、且與獎補助款脫鉤較為合理，主因是評鑑目標為促成

學校良好管理，但若等第評比，恐造成學校追求形式上的分數。

但他也呼籲教育部應挹注更大資源給私校，降低生師比等保障

教學品質，才是根本之道。  

資料來源：章凱閎撰，載於聯合新聞網（2020-02-11）。 

2019 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於 1 月 10 日與 11 日舉行，

教育部技職楊玉惠司長於會中進行專題報告，談及高教、技

職的現狀與未來法規變革，如看見少子化的招生亂象，提醒

各校應重視招生秩序，包含單招、產學專班乃至同等學力認

定等，都應公正、公開及合法。 

楊司長提醒各校領導者，在少子化中仍需強化招生秩序，更

舉近日新南向招生亂象，提醒慎重以免演變成外交事件。教

育部已制定「專科以上學校校外實習及實習生權益保障法」

草案，更提醒各校在進行新南向國際產學專班時要更加注

意，以免讓不良個案演變成外交事件。 

此外，目前「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也在等立法院

通過，立法通過將對外公告專案輔導學校名單，但為了提早

協助學校，該草案也增列「預警控管指標」並新增預警學校

機制，將讓教育部提前介入，指標如：財務狀況惡化、師資

質量、教學品質不佳、註冊率未達標、積欠薪資或任意減薪、

違反法令等，透過指標控管各校，藉此精進高教品質。  

資料來源：吳柏軒撰，載於自由時報（2020-01-11）。 

教部盼招生秩序應強化  

        未來輔導退場將公布校名  

圖片來源: 吳柏軒攝，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

breakingnews/2668583 

圖 片來 源:  聯 合報 系資 料照 片，取 自

https://udn.com/news/
story/6885/4335126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668583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668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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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結合高等教育領域學者專家的力量，在國內眾多學者之共

同發起及積極籌備下，於 2005 年 12 月 2 日獲內政部正式核准成

立「台灣高等教育學會」（Taiwan Higher Education Society, 

THES），並於 2006 年 3 月 7 日辦妥社團法人登記，成為「社團法

人台灣高等教育學會」（以下簡稱本會）。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強化高等教

育研究、實務、政策及促進高等教育之蓬勃發展為宗旨，並以全國

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歡迎各界加入會員。 

        為有效整合高等教育學術界的力量，本會特專門針對高等教

育相關議題進行探討，出版《高等教育》期刊，每年六月及十二月

出版。本期刊係公開園地，未限定特定主題，採全年收稿，隨到隨

審方式，舉凡與高等教育有關之學術論述均歡迎投稿。  

發行：社團法人台灣高等教育學會 

會址： 403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 227 號 

   (高等教育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聯絡人：許育禎  小姐 

電話: (04)2218-3128 

傳真: (04)2218-3120 

學會網址： 

https://thes2005.weeb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