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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90 年代以來國內的高教擴增政

策，在社會上引發許多批評和討論，

尤其是少子化的衝擊愈來愈嚴重的時

刻，更受關切。目前不少大學早已出

現招生不足現象，未來部份大學是否

因而倒閉，引發議論。本文的起點是

針對教育部提出五年內要把大專校院

自 161 所（2013 學年）減為 100 所的

政策方向，討論大學減量政策方向的

問題所在，分析各方憂慮，提出建言。 

二、問題發展 

未來幾年少子化益形嚴重。2013

年統計，大專校院合計 161 所，公立

52 所，私立 109 所，其中大學（含學

院）147 所，公立 50 所，私立 97 所；

大 學 生 合 計 1,035,534 名 ， 公 立 

281,317 名，私立 754,217 名；專科學

校 14 所，公立 2 所；專科生共 101,659 

名，公立 11,426 名 （教育部統計處，

2013a）。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出生率銳

減的趨勢（教育部統計處，2013b）。

1997年的新生兒出生人數在32萬人以

上，為 2015 年的大學生源，到 1998

年出生人數只有 27 萬人，為 2016 年

的生源，比前一年度減少 5.5 萬人。

2022 年大學生源 22.7 萬人，此後扶搖

直下，而到 2024 年的 20.4 萬人，2026

年的 19.8萬人，2027年 19.1萬人，2028

年 16.7 萬人，與十五年前相較減少近

半，少子化帶來的社會問題將更加嚴

重。要注意，出生人口數有一部分是

不會去讀大學的。此時此刻，大學供

過於求的現實，不容逃避。 

這個問題要如何處理，2014 年 9

月甫上任的教育部長，在立法院教育

文化委員會答詢時表示，根據外國經

驗平均只有六成的中學生適合念大

學，再用學生數推估全臺大學數量，

合理大學校數約為一百所，估算 2016

年大學新生來源銳減三萬人（內政部

出生人口數銳減 5.5 萬人，也許是以預

期高中高職畢業生升學數計），相當於

有 1,200 名大學教師要失業，他希望趕

緊提出大學轉型改革方案;其因應對策

是提出大學退場機制，照顧學生的學

習權益，妥善安置教師，再次是私校

土地處置則採相對寬鬆方式（自由時

報 ， 2014.9.25 ； 聯 合 新 聞 網 ，

2014.9.24）。他認為，大學轉型比整併

更重要，校數減少只是形式問題，豐

富大學內涵才是重點，希望高齡化社

會下，吸引愈來愈多高齡者再回大學

讀書，做為大學轉型的方向。 

2014 年 11 月，教育部長接受雜誌

專訪時說，100 所只是概估，非一定要

減到這個數字不可，他的核心理念

是，必須解決大學供給過剩問題，又

要讓大學的價值得以發揮，具體提出

大學減量三方案為：提前退場、合併、

轉型（陳曼玲，2014）。首先，由於供

給減少，招不到學生的大學將會直接

退場。其次，部分大學可與他校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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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能上重新調整，使每個校區各自

發揮更大價值。針對未退場但招生人

數大幅下降的大學，則可將部分產能

轉型去做其他事情，例如經營養生村

或健康照護機構等，讓學校的營運更

具彈性。整體減下來之後，也就是公

私立調整後，公立學校的比例會比私

立增加，會以學生負擔得起的教育環

境為考慮方向；擔心私校憂慮或反

彈，教育部又說瘦身是整體瘦，不會

偏袒私校或公校（聯合新聞網，

2014.12.17）。 

2014年12月在民間教改論壇教育

部長進一步表示，不一定以退場作為

主要解決方式，而是調整各校的招生

比例，並採取人力活化等各種「創新

轉型」辦法（臺灣醒報，2014.12.17）。

辦法中已擬定四大措施：其一，針對

沒有學生的學校，安置校內的教職員

與學生；其二，生員減少勢必影響學

校資源，因此會引導校方投入創新；

其三，人數過少的大學進行整併或合

作，由前、後段學校互相支援；其四，

將高階人才、學者引進產業發展。這

些措施合稱為「高教創新轉型方案」，

預計農曆年後公布。 

三、各界批評與討論 

有關大學減量的政策方向，社會

各界基本上支持，但提出許多回應（中

央通訊社，2014.12.24；臺灣醒報，

2014.12.17；自由時報，2014.9.25；聯

合新聞網，2014.12.17，2014.12.18；

聯合報，2014.12.16，2014.12.17）。 

(一) 要通盤檢討並由績效差的大學開

始退場 

有的主張大學退場要通盤檢討，

若要開刀應該先從「後段班」大學開

始，現在很多私立大學根本招不到學

生，不斷變更科系名稱，但最終也是

招不滿。這個說法符合一般見解，大

學校系改變，若實質辦學水準不變，

基本上是吸引不到學生，終究要被淘

汰。 

(二) 公私立大學要一體對待 

有的人認為部分公立大學的辦學

品質，不如前段私立大學，也該減招、

甚至退場。這裡所說的辦學品質不知

如何評斷，不過，照此說法，私立學

校不用擔心屆時只有他們要退場而生

不平之鳴，公立大學也要小心，只要

辦學績效不彰，教育部秉公處理，公

私立學校都有退場機會。但這個觀點

和教育部的觀察顯然不同，教育部已

表明，退場後公立學校會多於私立學

校，顯然私立大學減得多，才會產生

這個反轉。 

(三) 由公立大學減招救私立大學 

有的人為了救私立大學說，因應

少子化不應只是私校退場，公立大學

也應瘦身，其具體建議為，公立大學

在三年內減招學生四分之一，可提升

辦學品質，也讓辦學優良的私校有生

存空間。這個主張教育部立即跳出反

駁，指出目前公立大學就學機會遠低

於私立大學，再降低會造成更大的社

會不公，令家長難以接受。且立法委

員亦馬上表示的關切，他們認為讀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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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學生，要背負沈重的經濟壓力，

減少公立大學名額，只是增加更多大

學生的經濟負擔，這個建議既不公平

又不合理，而要求教育部絕不可減少

公立大學招生名額，來拯救私立大學

存亡。 

(四) 別拿辦學優良的小學校開刀 

有的人主張大學退場不要以學校

規模做標準，有的大學學生人數本來

就少，是小而美的學校，教育部不應

該針對人數少的學校就要求退場，這

對學生也不公平。這個主張過去早有

許多人提過，學生規模只應是是否退

場的參考指標，不應是決定因素。國

內外辦學成績優良的小型大學所在皆

是，它們的辦學資金不虞匱乏，拿這

種小學校開刀是不合理的。 

(五) 要考量地方需要大學配合建設 

有的人指出，檢討大學存廢不單

純是大學本身的問題，大學與所在區

域的經濟發展習習相關，大學必須與

當地結合，地方也要協助大學，才能

共創雙贏。是故，除了教育部，內政

部和地方政府也要共同正視此問題。

這樣的說法指出大學對地方發展是很

重要的，與過去有人揶揄各縣市都要

設大學是錯誤政策的主張不同。 

(六) 何不把部份國立大學改為縣市立 

有的人認為國立大學只要三十所

就夠了，其它改為縣市立大學，讓地

方政府結合地方建設，和當地產業合

作，為大學籌措財源。這項主張旨在

讓大學和地方合成一體，以為最好的

方法是由地方設立，歸地方主管，聽

命於地方政府。問題出在地方政府連

首善之都的臺北市，一所大學都辦得

很吃力，辦學成績仍待強化，幾個新

改制完成的直轄市，連接管轄區內的

國立高中高職都不願意，何況是接管

大學。主要關鍵還是財務負擔問題的

考慮。況且本項主張和大學減量無

關，國立大學即便改為地方大學，仍

屬公立，其學校規模並無改變；改隸

之後若要讓國立和直轄市立或縣市立

大學整併，將比現在更為困難。 

(七) 大學只要改善生師比就不必辭退

教師 

另一個遭到質疑的是，教育部一

再拋出，因應少子化將有六十多所大

學及一萬多名大學教師要被裁撤的

事。對此議題，質疑者認為教育部長

完全搞錯了。他們指出實際上，目前

臺灣大專校院生師比太差，對應於現

有學生數，專任教師都還太少，沒有

必要裁減教師，教育部只要監督各大

學的生師比，別讓大學把最低標準當

成最高標準，甚至連所訂的最低標準

都達不到。他們估算儘管未來大學生

源減少四分之一，只要將大學生師比

逐年改善，從現行的 26.3，回到 1990

年的 18.5 的水準，便能夠維持現有約

五萬名大學專任教師的編制（臺灣高

等教育產業工會，2014.11.11）。這個

分析涉及支撐大學教育品質的師資因

素，到底政策上要如何決定和執行，

值得正視。大部份大學為了因應少子

化壓力，確實過度控管師資數量，有

些大學甚至於將師資減量到不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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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低標準，以大幅降低師資成本，

結果大學的師資數量連國中都不如，

更不要說是高中了，這那像個大學

呢！ 

(八) 大學退場未建立良好的機制 

批評者進一步指出，從先前高鳳

和永達兩所學校的退場過程中發現許

多制度性問題（臺灣高等教育產業工

會，2014.12.22）。這包含學生和教職

員工的權益缺乏保障，教職員遭欠

薪，學生被迫轉學，而停辦過程黑箱

作業，缺乏師生參與，退場後學校財

產歸屬缺乏公共監理，仍由董事會掌

握。因而建議教育部在私校董事會設

置公益監察人，停辦計畫應民主公

開、勞資協商，讓師生參與決定，同

時學校停辦應先停招，等在學學生畢

業後才生效，解散後校產回歸公有。

這些意見都是希望強化教育部對辦學

有問題的私立大學進行監督，值得參

考。在大學退場時刻，要防校產變董

事私產，這種主張十分強烈（今日新

聞，2014.12.22）。私校停辦後的校產

處理，教育部打算要鬆綁，一定要先

取得社會共識，否則以後的爭議一定

很大。 

(九) 未公益化的私立大學更是問題 

更大的問題出在對一大群未公益

化的私立大學如何強化監督。教育部

指出目前已列管十所大學，優先輔導

退場。但有些私校不論它們在不在預

警名單內，面臨少子化學校可能退場

的危機，其董事會採取的是殺雞取卵

策略，在學校退場之前取得最大利

益，不斷減聘教師，提高生師比，並

在軟硬體採購上違法牟利。所以主管

機關不該只是把預警名單列出來而

已，為了學生和教師的權益，更要結

合檢調單位，揪出違反私校公益化規

定的學校，依法處理，必要時並應依

私校法適時出面接管。 

(十) 大學退場前讓它們轉型發展十分

危險 

有的人反對教育部以轉型發展來

解決大學退場問題，認為學校法人目

的在辦學，若無法經營而停辦，即應

解散，相關資產清算後回歸公有，做

更有益社會的規劃（臺灣高等教育產

業工會，2014.12.22）。他們擔心一再

鼓勵學校「轉型」、「改辦其他事業」，

會讓學校在投資學生教育已經頗為不

足的情況下，再讓董事會把錢轉到附

屬構構，令人懷疑此舉實際上是讓學

校資產更有機會流入私人口袋。由於

目前規劃的轉型發展方向是新增附屬

機構，像是醫院、養生村、長照中心

乃至飯店等，確實會出現很大的資金

挪移危險，值得注意。當辦學資金不

足以支撐現有學生的教育時，學生受

教品質嚴重下滑，這時又准設附屬機

構，董事會不可能在這時刻拿錢出

來，而是再度挪用拮据的辦學經費，

或想辦法變賣校地，把公共財變私有

財。私校改辦其它事業，為了降低附

屬機構經營成本，讓它的經營產生利

潤，政府想讓私校把多餘師資，挪到

附屬機構的思維，是過度樂觀呢？ 

四、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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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對於大學減量政策方向的批

評討論，提出許多很值得參考的意

見。歸納其見解，教育部在政策研訂

上，有必要訂定適切的大學退場指

標，對於公私立大學一體對待，對於

辦學成績優良的小校應予保障，對於

地方建設發展需要大學的狀況要妥予

衡量以利區域均衡發展，對於大學放

寬生師比的要求做為減量教師的做法

應予導正，對於大學退場的處理機制

應更完善建置。至於大學退場前的轉

型發展則應建立該有的配套機制，並

應嚴予評估和審查，以免大學藉轉型

發展從中牟利。原則上辦不下去的大

學應先退場，處理校產後再考量未來

轉型之事。由於公立大學的就學機會

只有高中高職學生總數的四分之一強

而已，公立大學減招救私校是不可行

的，而把國立大學改為地方大學也沒

必要。此外，大學減量政策方向，還

要思考幾個問題。 

(一) 政策評估問題 

大學在五年內要減為一百所的宣

布，是一件令人震驚的大事，對此，

社會各界回應很多。大家立即想到的

是，大學要減掉六十所的說法，有何

根據？事前做過什麼評估？這涉及一

個大學的規模要多大？社會對不同性

質的大學在需求上有何差異？學生就

讀大學的意願有多強？全國要有多少

大學和多少學院？由於這是個複雜的

問題，一下子提出裁減為一百所大學

的目標，而未同時呈現能說服人的說

帖，一般人聽了莫名其妙，只會擔心

主管機關隨意設個靶，一聲令下讓槍

手猛射，後果不堪設想。 

(二) 師生妥善安置問題 

據教育部業務單位的發言，最近

兩所大學退場後，其學生到了新學校

的學習安置，出現學習跟不上其他同

學，他們也有交通上的問題。至於教

師無縫接軌到其他學校任教，是很大

的挑戰，即使在新學年開始前宣布停

辦，教師都可能會經歷一段待業期（聯

合報，2014.12.17）。其實學生遭遇學

校停辦的事，不單是學習受挫，心理、

社交和生活上的適應問題也很多，原

來學系不見了，是否轉學學系完全對

應確實是個大問題。教師要找到新工

作簡直難如登天，因為被不少私大無

理辭退的教師一直找不到工作，拿到

博士學位的新人找不到教職，比比皆

是。 

(三) 共識建立及周全準備問題 

就算減為一百所是正確的決定，

接著要問的是少子化講了這麼久，到

目前為止被迫退場的大學不過兩所，

對大學退場的處理主辦單位都已經手

忙腳亂。緊接著若如同教育部的宣

布，要去處理六十所大學的退場，試

想能夠勝任嗎？何況，現任部長再做

不過一年多，屆時部長又換人做，現

在的政策能否延續？，可見未來必須

有更健全的大學退場處理機制，且大

學退場的政策和措施一定要建立社會

共識，不論誰執政，政策才會繼續執

行。 

(四) 教育品質及政府角色問題 

少子化的衝擊，會出現在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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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上，不只是造成大學數量調整，

也影響所有大學的教育品質，這種現

象已經出現很久了；但由於教育品質

降低是較為隱晦難見的，因而如何全

面提升大學辦學品質或至少去維護該

有的品質，並未受到重視。現在政府

對大學的經費補助，基本上都只是讓

拿到錢的學校維持正常運作，至於沒

拿到獎補助的大學連正常運作都不可

能，學生的權益受到很大的戕害。 

五、具體建議 

基於前述分析，茲提出幾個具體

建議如下。 

這一波少子化造成大學退場的衝

擊，若是公立大學，悉依大學法及相

關法規辦理。大學減量要處理私立學

校退場時，應依私校法之規定辦理，

先處理退場的事，再處理其後轉型發

展的事，千萬不要模糊焦點，讓該退

場的大學苟延殘喘,更加痛苦。 

教育部訂定辦法，列管及輔導可

能退場的私立大學，宜有更積極的監

督和輔導機制及策略；對於未公益化

的私立大學更應結合檢調單位加強監

督，打擊犯罪，以保障學生和老師的

權益。 

政府對大學生師比的規定，宜釐

清目前的標準是否合宜，規定應更為

明確，對於大學將最低標準視為最高

標準辦學的做法宜加以導正，對於大

學不當減量教師的做法應予限期改

善，並結合各項獎補助經費的申請審

核，進行有效的監督。 

因應大學退場的數量增加，教育

部宜重新訂定合宜的大學退場處理機

制，務期及時協助大學退場相關事

務。該機制除分成教育部決策層級和

學校執行層級，中間也要有代表教育

部監督、溝通及協助個別學校退場的

層級。教育部並應參考各方建言訂定

大學退場處理原則。 

改變大學學生數多才是好大學的

思維，現在研議中的方案，要讓人數

少的大學進行整併或合作，校際合作

很好，整併則要審慎評估，也要尊重

學校的意願。至於要前、後段學校互

相支援，應避免前後段這類刻板用

詞，且學校相互支援不宜單從前後段

的角度去思考，實際上各大學性質、

目標和功能不同，相互合作要從需

求、能量和意願去考量。擬議方案要

讓後段班的大學和前段班大學合作，

讓前段班的大學來帶領後段班大學，

維持後段班大學學生的受教品質，這

種想法太過一廂情願，高估所謂前段

大學的能耐。 

重新調整核定招生名額數有其必

要。教育部原有減招機制，受到少子

化影響，2014 學年包括台大在內，有

48 校主動提出減招，寄存 10,650 個招

生名額，將來有需要再使用（聯合新

聞網，2014.12.17）。原有減招機制有

必要配合少子化衝擊的到來持續檢

討，以符現實。更重要的是，對於目

前規模大但辦學條件不足的大學宜適

時適度減量，以提升其教育品質，並

多少疏解其它大學的生源緊張，這件

事切不可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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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年雖有大學退場的實例和經

驗，但退場的大學改辦私校法許可的

其它事業，尚未有具體措施和規定，

有必要會同相關機關規劃私校退場後

如何改辦的作業。教育部對於學校法

人要改辦其它事業的計畫，宜秉持嚴

格審查原則，避免公共財流入私人口

袋。 

大學退場採取併校方式，應評估

各種方式的可行性，並建立審查監督

和協助的機制。多年來私校以買賣方

式轉換經營權，改組董事會的情形，

時有所聞，面臨此波大學退場壓力，

可能出現更多私校併私校的做法。與

其讓私校偷偷摸摸併私校，政府沒有

監督，可否訂定一個堂而皇之的辦

法，讓這件事攤在陽光下來做。至於

私校併到公立大學，現今政府財力有

限，不可能負荷，但這類私立大學規

模都已很小，是否有可成為公立大學

之下自負贏虧的學院，也可以評估看

看。 

大學減量，受到影響的學生要好

好安置並做好追蹤輔導。教師部分，

要盡力媒合學生安置學校予以聘用。

擬議中的高教創新轉型方案，想要重

新盤點博士人力及其部署，這需要相

關部會和民間機構配合研商辦理，才

有可能將校園內多餘的高階人才引介

到民間企業就業。同等重要的是大學

博士班的招生名額，也要配合少子化

的現象通盤調整，不能消極地依賴各

大學自由決定減招寄存。 

六、結語 

大學減量是每個大學的大事，也

是其師生和社會的大事，而減量要達

六十所大學更不得了，其衝擊至為巨

大；實際上到底要減多少,為政者要做

好評估，發言務必慎重。高教減量不

只是在減少大學校數，也可以讓大學

降級，即大學降為學院，學院降為專

科學校。若為高教減量，也可以將專

科學校和大學合併。大學減量最重要

的目標在於調整教育資源分配，提升

教育品質，絕不是為減量而減量。大

學減量措施，目前改稱為高教創新轉

型方案，名稱雖較好聽，實質目標則

要掌握，且該方案宜釐清大學和高教

的用詞，耑視內容是否包含專科學校

而定。目前社會較關注的大學減量對

象應該兼含科技校院和普通大學，但

兩者分別由技職司和高教司主管，為

免各行其事，大學減量的處理機制宜

進行整合。在大學退場時刻，相關資

訊一定要透明揭露。該公布的資訊不

只是大學校院的註冊率，教育部對所

有攸關學生和家長選校的大學資訊，

都要整體規劃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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