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本期第六版國內外高等教育新聞著重於疫情對高等教育教學、公民參與以及財務風險的衝擊、少子化招生退

場以及就業趨勢等面向之議題介紹。在疫情衝擊部分，大多數教育機構被迫使用線上課程造成學習限制，因而提

出改善建議；在公民參與部分，大學及其科學家正在透過合作和分享其防疫成果來以造福公眾，這是大學展示其

對人文價值觀念和公民義務的一種重要方式。在財務風險部分，應根據可能性和影響評估每個風險因素，並列出

如何管理風險的資訊與採取措施的評估；國內則是在少子化與疫情雙重衝擊之下，高等教育機構如何發展轉型

策略、完善退場機制、符合就業市場趨勢以及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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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篇 1 

COVID-19 大流行迫使大多數教育機構使用線上課

程。不幸的是，這樣的做法限制了課程中的學習，

以下是從線上教學中產生的一些較佳的做法： 1.課

程應持續 18 分鐘或更短的時間：將講座分為 18 分

鐘或更短的小段時間，並設計介於兩者之間的一些

活動，以使它們對學生都更有意義並在更具吸引力。

2.創建有意義的學習：人腦將通常會有意識地選擇

記住訊息，所以學生可以將學習方式偏好、個人目

標和興趣等內容提供給教育者，而教育工作者便可

以將課程與個人興趣和需求之間建立聯繫，有意義

的學習也會被記住。3.應用合適的學習方式：每個

人都有特別偏好的學習方式，一旦可以對學生的學

習方式進行分析，就可以設計課程來反映每種方式

的正確數量。例如，如果班上的學生主要是視覺學習

者，則充分使用視覺工具可以促進學習。4.設計引人

入勝的活動：課堂活動是很好的教學工具。例如可

以要求一些學生在虛擬白板上繪圖來完成，並在白

板上邀請學生不同的觀點，便構成了發散思維的活

動。在活動結束時，教育者將所有想法綜合為實際的

東西，這樣的合作活動可以幫助創造對學生有意義

的新知識。5.使用蘇格拉底式的方法：使用引人入勝

的問題可以增進學習，線上課程中，這可以透過每個

學生都參與討論的方式來完成。 

在許多人被隔離的時候，讓我們充分利用學習的機

會。當幫助人們學習有意義的東西時，是點燃學生對

未來的希望。  

公民參與對大學的重要性   危機的含義、公眾應如何應對。 

媒體上的每一次醫學和科學辯論都是關於科學方法的教學時刻。現

在，公眾幾乎每天都積極的參與和關注科學探索之路，並了解可證偽

性原則的重要性、質疑和驗證假設以及確認結果的必要性，大多數歐

洲民眾傾向於支持科學家，而不是陰謀論的倡導者。此外，大學及其

科學家正在透過合作和分享其成果來以造福公眾，這是大學展示其

對人文價值觀念和公民義務的一種重要方式。這場公共衛生危機將

帶來許多很難預料的教訓，這場危機已經造成經濟困難，並在許多國

家和整個歐洲國家中顯示出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差距和不平等。對於

大學來說，至關重要的是要貢獻和解決這場危機造成的社會和經濟

問題。確保學生成長為好公民、大學及其員工履行社會責任。  

資料來源： Sursock, A. (2020)。 取自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200515072822480    

大學除了在產生和傳播知識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公民角色也同樣

重要， 在受 COVID-19 疫情嚴重影響的國家，大學的首要任務是將

教學轉移到在線平台上，並關閉大多數實驗室。公民參與在學生離

開校園且當地社區處於封鎖狀態時，很難開展這些活動。然而，由

於面對危機的緊迫性，大學已迅速動員起來。例如，衛生相關領域

的學生根據需要在醫院和其他公共場所提供志願服務、工科學生為

急救人員和衛生工作者生產面罩、化學專業的學生生產醫院需要的

消毒劑和化學製劑。學術人員也迅速採取行動，大學實驗室生產冠

狀病毒檢測試劑盒，醫學系捐贈呼吸機、口罩和其他個人安全設備，

科學家們撰寫文章並且出現在媒體上，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解釋這場

資 料 來 源 ： Sun,  T.（2020）。取 自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

story=20200515072512826 story=20200207105514341    

如何為學生創造有效的線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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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確定的世界中管理高等教育機構的風險  

資料來源： Hommel, U., & Stévenin  , B. (2020) 。取自 https://

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200217101820203  

現在財務困境甚至破產是許多大學真正的風險，最終結果是壓縮預算，收入進一步下降。在這種環境下，管理機構的風險因素至關重

要，監督機構規定將所謂的風險登記單作為「選擇武器」。風險根據一般類別進行分類，例如：操作風險、事件風險、財務風險等。

然後，使用序數的李克特度量（Likert metric），根據可能性和影響評估每個風險因素。登記

單還列出了風險所有者和風險管理者，包括有關如何管理風險的信息，並包含對實現管理目標

的程度以及是否迫切需要採取措施的評估。另一方面，風險登記單需要附加的風險描述符才能

變得有意義，例如脆弱程度（風險可能對組織有多有害）、發病速度（危險有多快抵達）。以

下四個點解釋了有效使用風險登記單中起了關鍵作用： 1.積極管理風險 2.盡可能完整地列出

風險時，必須考慮附帶的收益遞減 3.定期審查風險 4.建立風險委員以實施機構風險政策。風險

登記單非常適合管理有歷史記錄和良好支持數據的已知風險，但是如今大學面臨的主要挑戰

是所謂的「灰犀牛」風險。這些信息從遠處可見，但是很難解釋它們將如何影響大學以及何時

才是合適的時機。大學風險管理者必須讀取即將來臨的微弱信號，這些往往是模糊的，這意味

著使用風險登記方法很難捕獲它們。 

三大策略 高教拚轉骨  

2020 年，是少子海嘯危機最嚴重的一年，大一入學新生預期減少近 2.4 萬人，也是 108 課綱帶動考招制度變革的起始年，當學習履

歷取代考試成績，許多考生與家長們，仍對選校、選系無所適從。但在此時，卻也發現許多大學求新求變，力拚三大差異化策略，打

破過去教學分野與刻板印象，追求國際能見度，更加強產學合作，強化就業競爭力。就近年不同大學聚焦的資源觀之，主要有三種轉

型策略： 

一、建立世界級地位：聚焦特色科系，爭取國際能見度 

二、連結地方創生：在地學習，協助地方產業 

三、推動產學合作：接軌產業需求，強化就業競爭力 

總之，少子危機，也可能為大學帶來轉機，許多大學在紅海中創造藍海。大學的招

生危機，可能也是學生的選擇幸運。不管是立志走向國際舞台、專注研究，或是參

與社會，擁有一技之長，成為企業徵聘的人才；了解大學特色，看見大學資源投注

所在，再謹慎思考自己的興趣、能力優勢、想要的未來，更能做出最佳選擇。  

國際篇 2 

台灣篇 1 

圖片來源: iStock. 取自 https://

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

post.php?story=20200217101820203  

資料來源：謝明彧撰，載於遠見（2020-02-17）。 

教部擬訂新學系聘足專任師！ 

私大校長：招生難、學費凍漲，恐雪上加霜  

教育部擬修正總量管制，規定新增學系班別，要求第一年即須

聘四名專任教師，之後每學年須至少增聘一人致聘足七名專

任教師。對此，有大學校長說，在學雜費幾乎凍漲的情況下，

此作法恐讓私立大學雪上加霜，逼迫辦學不好財務不佳的學

校退場；但也有校長支持教育部，認為大學應懂得自我課責，

提供學生優質的學習環境。  

資料來源：馮靖惠撰，載於聯合新聞網（2020-02-24）。 

中興大學在農業生技方面實力堅強，近年更聘請

世界級大師擔任玉山學者，目標成為亞太稻米研

究最先驅基地。（圖片來源: 取自遠見(2020)，

https://www.gvm.com.tw/article/71060 ） 

本學期有不少赴港就學的一流台生轉學回台；但另一方面，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響，除陸港澳生目前暫緩來台，南韓生入境也須居家檢疫 14

天，不少短期交流生取消來台，使得台灣高教喜憂參半，衝擊國際生源。

全國私校工會理事長尤榮輝分析，短期勢必衝擊招生，但也是高教轉捩

點，若我能在疫情防治中，展現政治及國際競爭力，可望

翻轉國內高教劣勢。  

國際生不來… 

      做好防疫 可望翻轉台灣高教劣勢  

資料來源：章凱閎撰，載於聯合新聞網（2020-03-09）。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fullsearch.php?mode=search&writer=Benjamin+St%E9ve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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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篇 2 

教育部經通盤檢討學校退場面臨相關問題後，重新研擬「私立高級中

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草案)，本草案與 106 年版內容差異如下： 

一、適用範圍擴增至私立高中職：由私立大專校院擴增至私立高級中

等以上學校。 

二、僅規範退場機制：經主管機關認定列為專案輔導學校，且未能於

3 年內免除專輔或轉型，僅能停辦後解散。 

三、改善期間以 3 年為限：專案輔導學校逾 3 年未解除列管者，主管

機關應命其全面停招，並於停招 1 年後停辦。 

四、增加退場基金墊付作法：專案輔導學校董事會經主管機關重組

後，學校法人得向基金申請墊付後續學校運作所需資金、教職員工退

教育部預告「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草案）  

遠見 2020 年最新調查： 

企業最愛大學生、起薪十年趨勢變化大公開！  

《遠見》2 月 17 日發佈「2020 企業最愛大學生排行榜」，以及「18 學群起薪十年趨勢變化大數據報告」。清華大學首度拿下理工類

的三項分榜榜首，與政治大學並列理組、文組的雙霸天。在總榜部分，台灣科技大學帶領共 5 所科大搶進前 20，技職進榜比例占前 20

大的 1 ／ 4，創下歷史新高。《遠見》並進一步探究 18 學群畢業生起薪的「十年變化」，教育相關科系成長率最高，十年多了 5000

元，漲幅高達 21.7％。  資料來源：遠見編輯部撰，載於遠見（2020-02-17）。 

資料來源: 遠見編輯部（2020）。取自 https://www.gvm.com.tw/article/71042  

清大、政大、高餐三分

天下，各占理工、人

文、餐旅榜首 

18 學群起新十年趨勢大公開：

教育漲幅最多；文史哲、藝術、

運動遊憩急起直追 

資料來源：教育部技術及職業司撰，載於教育部全球資訊網（2020-04-13）。 

資料來源: 遠見編輯部（2020）。取自 https://www.gvm.com.tw/article/71042  

休或資遣費，並於法人解散清算時歸墊。 

五、停辦後 2 個月內解散：學校停辦後 2 個月內，董事會應向

主管機關申請法人解散，賸餘財產僅能歸屬地方政府或退場基

金。 

六、組成退場審議會：專案輔導學校之認定及免除、命全面停

招及停辦之處分等事項，免提私立學校諮詢會。 

七、賦予主管機關解散董事會權力：主管機關作成專案輔導學

校全面停招處分時，同時解除該校全體董事職務，再指派學校

教師及社會公正人士等重組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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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篇 3 

資料來源：熊毅晰撰，載於天下雜誌（2020-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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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akingnews/2668583 

天下 USR 大學公民調查出爐！ 

瘟疫蔓延中看見大學的正能量  

少子化、高教退場潮，甚至是新冠病毒威脅，大學需要重新定義自

我價值，來回應外在社會的劇變。2020 年「天下 USR 大學公民調

查」結果出爐，當社會責任成為新「大學魂」，台灣學術殿堂如何

成為 USR 模範生？ 

事實上，近年全球都不約而同吹起大學社會責任（USR，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號角，台灣也不例外。教育部在 2017 年啟

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劃（簡稱 USR 計劃），鼓勵各大學積極投身

社會參與並給予高額補助。 

去年，《天下》率先進行「天下 USR 大學公民調查」。本調

查跟教育部只聚焦大學的「社會參與」不同，希望關注大學所

展現的整體「社會責任」：包括大學治理、社會參與、教學承

諾、環境永續四面向的均衡發展。 

今（2020）年「天下 USR 大學公民調查」結果，相較去年的

另一創新，則是按大學不同的類型與規模，分成 5 組進行評

選：公立一般大型大學組（學生總數 6 千人以上）、公立一般

中型大學組、私立一般大學組、公立技職組，和私立技職組。 

總之，USR 意識抬頭，讓社會看待一所大學的角色與價值，

也不同於以往。  

資料來源: 天下雜誌（2020）。取自 https://www.cw.com.tw/

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9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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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668583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66858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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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