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高等教育轉型的關鍵時刻 
The Moment of Truth to Taiwan Higher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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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 
   成功大學教育所教授兼新聞中心主任 
經歷： 
師培中心主任與研發長；南科產學協會理事 
教育部科技大學訪視委員；教育部大學系所評鑑委員 
教育部師資培育評鑑委員；台藝大與台科大兼任教授 
相關期刊編審與學會理監事； 
 
 
 



它的核心也隨這波全球化、
數位化，少子化與兩岸情勢
發展的衝擊，面臨空前的動

盪與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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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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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大學學測招
生總人數 83,993 78,780 75,015 73,728 67,834 

四技統測招
生總人數 98,412 96,758 99,397 101,806 95,612 

繁星專案招
生總人數 -- 590 800 1,050 1,982 

當年度招生
總人數 182,405 176,128 175,212 176,584 165,428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高等教育在
學總人數 

117,653 108,555 102,789 101,300 101,424註1 

1,006,102 1,010,952 1021636 1,032,985 1,038,041註2 

180,809 183,401 185,000 184,113 183,094註3 

註一表示16~20歲之專科學校 ; 註二表示18~22歲之大學技術學院科大 ; 註三表示22~歲之碩博士班 ; 

U got to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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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進入高等教育 

2020 
進入高等教育 

2025 
進入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就學率 ? 

高等教育中輟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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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國際學生入
境讀語言 10,651 11,612 12,555 14,480 13,898 

國際學生入
境讀學位 17,684 20,604 22,363 24,104 26,758 

總人數 28,335 32,216 34,918 38,584 40,656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大陸生短期
研習人數 1,258 1,307 1,604 2,265 2,309 

大陸研修生
人數 1,321 2,888 5,316 11,227 15,590 

陸生就讀學
位人數* -- -- -- 928 1,864 

總人數 2,579 4,195 6,920 13,492 17,899 

* 表示自2011年開放陸生，但三限六不政策依然存在; 2013年二月開放承認大陸211工程學校計100多所；1246所高專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2012/Jan.) 
announce: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Innovative 
Capac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CICUS) and 
points out three key issues for “HE innovation”. 
They are supporting R&D; sustaining education 
and investing infrastructure…including the 
RaceTTT; more reasonable TF; reducing the 
gap between P&E; foreign researcher & post-
doc. staff (1/4); and even gender issue(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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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talent hunting policy 

USDOC (2012)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Innovative Capac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US’s Educating Blueprint: An Economy Built to 
Last (教育白皮書: 經濟永續之道)(2012/Jan.) 
point out three key imperatives :  
(1)投資K-12教育(ex: 基礎教育與更”競爭”教育制度；

提昇教師專業與不合格教師退場機制);  
(2)培養市場所需要人力(ex: 幫助社區大學建立合適
工作訓練課程，培育學生所需技能；一方面增進學生就
業力、另一方面提供社會所需的專業技術人員); 
(3)協助學生及家庭負擔得起大學學費(ex: 提高聯
邦政府Pell Grant補助額度與擴大補助人數；Obama總
統(2012) 將金額提高到5,800億美元(10%↑per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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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talent hunting policy 

US (2012)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cantwait/ 



EU Commission, (2002; 2010) the aims of 
Erasmus are to enrich the mobility, 
employabi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by ECTs; bi-
degree among members; staff training by job-in-
service from cross-border; (EUA; ENQA; EURASHE; ESU) 

Jan Figel (2010): students program (more 3 
million either exchange of degree); teaching 
abroad program (more .65m) since 1987~2013; 
German; France; Spain; Italy; UK… 
Comunius’行動網路(建立網路交流平台)；教師培訓(歐洲合作訓練、

個人訓練補助)；學校合作(語言計畫、學校發展、學校中等教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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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 talent hunting policy 

EU (2013) http://eacea.ec.europa.eu/erasmus_mundus/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 Skill 
(BIS:2011)公佈以”學生為核心”的高等教育白皮書
指出: 強調大學彼此間競爭；重視學生”身為”消
費者的權益。 
重大政策包括：大學生名額從原來分配制度改
由大學競爭；提供更多的選校資訊數據，以利
學生選擇；讓私人部門在高教扮演更重要角色
；逐步恢復三明治課程，讓學生待在企業內實
習長達一整年的課程規劃等等… 
基礎教育階段強調：將負責師資培育單位與教
師行為規範工作整併：確保供給與專業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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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 talent hunting policy 

UKBIS (2013) http://www.bisrecruitment.com/privacy_policy/  



聯邦制度，各邦治理… 
Hessen’s 科學部(Hessisches Ministerium fuer Wissenschaft 

und Kunst) (2010)力促大學雙軌教育(Duales 
Studium Hessen)：成為培育未來人才的品牌，該邦
官產學界代表共同制定課程品質標準，使業界能夠更清
晰瞭解提供的品質內容 
Sachsen’s 教育部 (2010) (Staatsministerium fuer 

Wissenschaft und Kunst)為了促進該邦人才培育發展：
制定2020高等教育發展計畫，揭示三個政策方
向：(1)將非大學校院的研究機構納入整體計畫；(2)因
應人口結構與財政變化，高教必須轉型；(3)高教在終身
學習方面與人才培育方面扮演關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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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 talent hunting policy 



MEXT(1996~)科學技術基本法以每五年為一期 
Comprehensive Plan for Human resource in 
Science & Technology (第三期2006始~指出培養並留住人才以穩固

國家科技基礎。Ex: 留住傑出研究人員、 因應社會需求加強人力資源、培養領
導下一代的人力資源 、 

Super Science Schools (SSHs)(培養青少年未來以成為學者專家

或研究人員為志向的教育活動，鼓勵與大學、產學及研究機構合作etc. 

Research Fellowship for young Scientists Program 
(2004始~)鼓勵補助年輕研究人員或學者跨境至海外學習(實地考察、資料蒐集
、研究發表 etc.)…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for Research Abroad (2004始
~)鼓勵年輕科學家或博後研究人員用兩年國外經驗、進入國外一流大學實驗室
或研究機構進修，各領域都有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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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talent hunting policy 



MEXT(2010)隨著近年來經濟不景氣，大學畢業生
找不到工作，出現”就業冰河期”問題… 自2010年
始將就業輔導業務列為大學設置基準外，並決定
制定”大學生就業力養成支援事業”計畫，每年提
撥經費，補助專門教育或專業輔導等科系，力促
大學所學與企業所用的距離，不致落差過大。 
為落實基礎教育階段的品質與專業，進而透過國
家保證教師素質，MEXT(2011)開始檢討由各都道
府縣發給的教師證書的制度進行檢視，分別進行
換證(renewal)與透過國家考試取得國家資格，進
而提昇教師資格的信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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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talent hunting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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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 Talent Hunting Policy  
 

a. 獎勵理工科系大學發展其特性 

大學創新經營 b. 強化大學間大學內的競爭與其自律性 

c. 透過教育過程創新以提升理工科系人員素質 

a. 培育世界級水準的大學研究中心 

提昇大學研究經費 b. 建構合作關係以促使理工科系與研究的國際化 

c. 提昇理工科系大學與研究生的研究能力 

a. 促進產官學研合作 

產學合作 b.  確立產學合作各類型人才培育體制 

c.  強化理工科系人才的再教育與後續教育 

d. 推動產學合作開發技術並使技巧企業化 

人才福利支援 a. 支援科學技術人才的持續研究條件與福利提昇 

b. 鼓勵理工科系人才進入公職與就業 

建構綜合支援基礎 a. 增加對理工界的了解並擴充活動支援基礎 

b. 建構理工界人才資訊基礎 

科學技術創新本部(2006)五大領域14推動重點與34主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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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十二五 Talent Hunting Policy 
世界工廠？世界市場！ 

2010年6月6日，由中共中央與國務院聯合頒佈的國家中長
期人才發展計劃(2010~2020)內容中指出達到五項戰略目標
包括：（一）從人口紅利轉變成人才紅利；（二）從中國
製造轉變成中國創造；（三）從吸引金融資本轉變成吸引
人才資本；（四）從硬體建設轉變成軟體開發；（五）從
投資促進經濟轉變成才智促進經濟。 

這項培育人才的國家戰略有下列十項特點包括： 

(1)開放運用國際機構與資金，為中國大陸培育人力資源； 

(2)建立國家人才發展目標，並計劃在2020年時，將教育及人
力資源研發經費支出，提高到GDP的百分之十五，同時將大
學畢業生佔勞動人口比例，從2009年的百分之九點二，增加
到2020年的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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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重黨政機構官員的選拔與訓練，到2020年時，
將有85%以上的黨政官員擁有大學畢業資格； 

(4)積極培育六類人才包括：政治領導人及黨政官員
、企業家、科技專業人士、各類產業的高技術人力
、農村發展所需的技術人才，以及專業的社工人才
等； 

(5)培育未來十年經濟社會發展迫切需要的人才，包
括到2020年所需的五百萬有關科技、工程等專門技
術人才、八百萬有關教育、政治、法律、醫療衛生
、出版文化資訊，以及災害防救的專業人才，同時
也需要三百萬名專業的社工人才； 

(6)注重研發人才的培育，並在2020年時達到380萬研
發人才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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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培育經營跨國企業及國有企業的經理人才與企業
家，並在2020年時達到四萬名專業國際企業經理人
才的目標； 

(8)設立十二個領域的傑出人才培育計劃，在十二個
領域中，分別培育一千位傑出的專業領導人才，成
為全國專業人士的典範級指標； 

(9)開放國際人才的交流管道與機制，吸引國際傑出
人才到中國大陸服務，同時也支持大陸的傑出人才
到國際機構擔任領導人； 

(10)在北京、深圳、武漢、大連、蘇州，以及無錫
等地區，設立特殊人才培育中心，以運用當地的特
殊優勢，加速提升傑出人才的培育質量，強化國際
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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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合我國國情的高等教育政策建議 
• 國安層級跨部會面對人才培育，力促高瞻可行的

應戰策略，並訂定短中長六年期程每年追蹤機制 
國家層級 

• 政策引導社會產業重視人才培育的義務與責任，

促參校辦企業產學聯盟產業學院創投創收等機制 
社會產業 

• 酌參本身人才培育發展脈絡特色，致力達到跨領

域院系所轉型培育課程轉型與大學經營型態轉型 
高教機構 

教學科研 
• 教師升等、技術升等、 業師門檻、 借調流動，

鼓勵與社會企業共同進行教學科研的培育機制 

學生學習 • 政策引導跨國就業力，跨境流動力、階梯式實習

制度與權益保障，深化實務與理論並重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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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教的關鍵時刻 The moment of truth 

• Interdisciplinary/ IT;   Language advantage;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accredited; 

Leadership-oriented; Soft power etc. 

Competitiveness 

• Culture inclusion & shock; Ambition/ 

Motivation; Job (career) spring-board; 

Informed by passion etc. 

Mobility 

• Entrepreneurship; Change / Creativity; Team 

sharing; Suffering via frustration etc. 
Employability 

Innovation 
• Org. & system; R&D; Talent hunting; Tenure; 

Learning style; Cultural heritage renew; 

Accountability; Cross- department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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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教的關鍵時刻 The moment of truth 

• Democracy / Diversity / Stakeholders.. 

• Multi-media / Internet T / hidden impact.. 

• Expertise / professional / talent gift.. 

• Creativity / Cultural awareness / ..   

• Problem solving / Innovation / .. 

• Civic engagement / Communication / ..  

• Productivity / Collaboration / .. 

• Accountability / Exploration / .. 

• Initiative / Responsibility / Leadership / .. 

Tai-soft  
power 



成大面臨挑戰與轉型的當下 
我們正努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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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自主治理試辦？! 
校長遴選、續任及解聘權 

學雜費審議權 

大學招生名額調整審議權 

系所設立審議權 

校務評鑑自主權 

人事會計主管實質審聘權 

自訂自籌經費支用標準 

自
主
治
理
的
權
利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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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自主治理試辦？! 
自
主
治
理
的
績
效
與
責
任 

校務成效年度報告 

校長治校成果評估 

經費多元財務內控稽核 

專業人事任用評估 

研究成果報告(含產學、國際合作) 

財務報告審議 

教學成果報告(含就業)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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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五隻猴子關在一個籠子裡，籠子上頭有一串香蕉，實驗人員裝了一個自動裝置 
若是偵測到有猴子要去拿香蕉，馬上就會有水噴向籠子這五隻猴子馬上會被淋濕。
首先有隻猴子想去拿香蕉，馬上水噴出來每隻猴子都淋濕了，每隻猴子都去嘗試了

發現都是如此，於是猴子們達到一個共識：不要去拿香蕉 因為有水會噴出來… 
 
後來實驗人員把其中的一隻猴子換掉，換一隻新猴子(稱為A猴子好了)，關到籠子
裡，這隻A猴子看到香蕉，馬上想要去拿，結果被其他四隻舊猴子海K了一頓 
因為其他四隻猴子認為新猴子會害他們被水淋到所以制止這新猴子去拿香蕉  
這新猴子嘗試了幾次被打的滿頭包，還是沒有拿到香蕉，當然這五隻猴子就沒有被
水噴到，後來實驗人員再把一隻舊猴子換掉 換另外一隻新猴子（稱為B猴子好了） 
關到籠子裡 這隻B猴子看到香蕉 當然也是馬上要去拿結果也是被其他四隻猴子K了
一頓 那隻A猴子打的特別用力(這叫老兵欺負新兵 呵呵！)B猴子試了幾次總是被打
的很慘只好作罷。 
 
後來慢慢的一隻一隻的…所有的舊猴子都換成新猴子了，大家都不敢去動那香蕉， 
但是他們都不知道為什麼：只知道去動香蕉會被猴扁 
 

這就是傳統的由來，傳統不去反省它   就沒有價值！ 
 

我們正面臨轉型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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