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評鑑   49

台評會
  專欄

▌文／武東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長

　　　林松柏．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教授兼副教務長

　　　吳書昀．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兼校務研究中心主任

　　　楊洲松．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學院學士班教授兼教務長

「以生為本」的高等教育：
致力翻轉文化與經濟不利學生的處境

教
育被認為是民主社會中促進社會流動以

實現社會正義的主要機制。透過教育資本

的積累，底層階級可以憑藉個人能力參與社會資

源的競逐而消除因為財富所衍生出來的社會不公

平，而有機會晉身中上階級。准此，民主國家的

教育制度改革，特別著重教育資源的分配，以促

進教育機會的均等，實現公義社會的理想。

文化與經濟不利學生之教育問題分析

我國高等教育已經走入普及化階段，所有高中

畢業生只要想繼續升學接受高等教育，基本上都

有機會。在高等教育擴張之後，弱勢群體確實能

滿足教育機會「數量」上的公平。但實際上，其

所得到的多半是品質較差或文憑價值較低的教育

機會，而優勢群體在頂尖大學或名校中依然享有

優勢地位，導致教育不正義的現象以另一種型態

繼續複製下去。以原住民族的狀況為例，研究指

出，縱然原住民族在教育、所得等指標上有逐年

之成長，但若與同期之全體國民的發展狀況相

較，卻呈現出「絕對的進步、相對的退步」之落

差（詹宜璋，2010）。

換句話說，家庭社經背景仍是決定子女就讀高

等教育學校類型與教育品質的重要影響因素。沈

暉智與林明仁（2018）研究指出，家庭經濟背景

與獲得高等教育機會有顯著正相關；許添明等人

（2018）的研究也指出，以家長教育程度為例，

父母親未完成中等教育者，其子女僅有15％的機

會可以進入大學，相較於父母親只要有一人曾接

受過大學教育，其子女進入大學就讀的機率就高

達60％；其他研究也都得出類似的結論（楊瑩，

2014；張宜君、林宗弘，2015）。

教育部為了強化協助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順利

就讀與完成高等教育，提出了「大專院校弱勢學

生助學計畫」等各種方案與措施，例如：減免相

關考試費用、鼓勵就近入學、單獨招生、特殊選

才、提供獎助學金等，期待能逐步促進教育機會

的均等。然而，根據資料顯示，高等教育階段獲

得助學金或學雜費減免的文化及經濟不利學生之

入學情形，有下列幾個趨勢值得特別關注（王如

哲等，2019）：一、私立大學校院高於公立大學

校院；二、私立技專校院高於公立技專校院；三、

技專校院高於大學校院；四、私立技專院校最高，

私立大學校院次之，公立技專校院及大學校院較

低，頂尖大學最低；五、低收入戶子女進入頂尖

大學的比率，歷年（2009至2014）都在1％以下，

進入公立大學的比率最高也只有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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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來，公立學校的學生，其家庭社經背景較

高，在學校獲得了較高之教育品質，但卻支付相

對低廉的學費，兼可享受政府較高額度的補貼；

畢業後亦由於文憑價值相對較高，在勞動市場中

也都能獲得薪資、地位、聲望、發展都較好的穩

定工作。這樣的反所得重分配現象，弱化了教育

促進社會流動以翻轉階級的目標，反而進一步強

化了階級的再製。

翻轉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處境的建議做法

根據上述之省思，如要翻轉經濟與文化不利學

生的處境，建議做法如下：

一、 增加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招生保障名

額，提升高等教育公共性

以筆者服務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為例，透過校

務研究分析101-109學年度經濟及文化不利學生，

表一 101-109學年度入學學士班學生班

           PR分析

班PR 非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 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

1-10 10.13％ 6.39％

11-20 10.69％ 5.14％

21-30 10.60％ 8.22％

31-40 10.28％ 9.82％

41-50 9.78％ 12.67％

51-60 10.13％ 11.19％

61-70 10.05％ 11.76％

71-80 9.92％ 12.67％

81-90 10.24％ 10.62％

91-99 8.18％ 11.53％

資料來源：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務研究中心

以班PR了解其在校學業成

績表現，發現經濟或文化不

利學生班PR1-40所占比率皆

低於非經濟或文化不利學

生，而班PR41-99所占比率

則皆高於非經濟或文化不利

學生。據以得知，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之學業成

績表現普遍高於非該類學生，如：表一、圖一所

示。

上述資料顯示，有機會進入高等教育之文化與

經濟不利學生的學業表現其實並不亞於一般學

生。但其是否有機會可以進入高等教育階段，卻

可能會受到入學管道名額的影響，也易因相對學

習資源缺乏等因素，在個人申請或特殊選才入學

管道，未能進到第二階段複試或面試。因此，建

議學校在調整不同入學管道名額之際，應就每位

文化及經濟不利學生在可獲得的教育資源成本補

助條件下，特別保障一定比例的錄取名額，如此

將能使更多的文化及經濟不利學生接受足夠的高

等教育。

事實上，教育部也看到這樣的情形，因此自

110年開始執行「願景計畫」，每年提供500名經

濟與文化不利學生免試入學（不看學測、不考

指考）的外加名額給國立大學。以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為例，教育部核定110學年度外加願景計

畫學生80名（含個人申請43名及特殊選才管道37

名），讓文化與經濟不利學生新增更多元入學管

道並擴增錄取率。而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入學

後，也透過學雜費減免或獎助學金方式，給予經

濟上的協助。這些助學方案或計畫也都納入高等

教育深耕計畫中的「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就學

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的計畫指標與管

考重點，永續落實於大學的社會責任。在此同

時，參考英國教育部的作法，我國教育部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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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務研究中心

圖一 101-109學年度入學學士班學生班PR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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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不利處境學生知道，這些相關的計畫與措施，

都是基於個人有被公平、尊重、無歧視地對待的

權力，也能讓學生清楚了解自己將獲得哪些支持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1）。

二、 優化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的支持系統，

俾利其安心就學並培育復原力

「復原力」是個人、家庭、社區以及更大的社

會環境、文化環境的交互作用下之動態過程；「文

化復原力」意指「個體所處的文化背景、文化價

值觀、文化脈絡中的支持與環境經驗，能協助個

體與整個社區在面對逆境時仍獲得良好適應與和

諧融洽的過程」（Clauss-Ehlers, 2004）。為了

強化協助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能夠順利就讀並完

成高等教育，學校應致力於反轉結構性的不利生

態，並在此思維下提出相關的激勵與獎勵措施：

首先，應做到的是滿足學生基本經濟需求，進

表二 101-104學年度入學學士班學生

            畢業後1年薪資分析  

入學
學年度

是否為經濟
或文化不利學生

畢業後1年薪資

101
否 32,027

是 30,959

102
否 32,911

是 32,551

103
否 40,192

是 37,135

104
否 34,455

是 34,295

資料來源：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務研究中心

而鼓勵具有復原力的學生能夠秉持

「人窮志不窮」的精神態度持續學

習。以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為例，經

由復原力獎助學金的挹注，文化與

經濟不利學生較前學期進步名次之

百分比，由107-1學期14％、107-2

學期22％、108-1學期23％、108-2

學期17％到109-1學期21％。可見

復原力獎助學金確有助於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提

升求學和生活安定感。

其次，應給予適當的表現舞台以增加自信心。

針對文化與經濟不利學生的協助，不是僅止於給

予更高的獎助學金以滿足生活上的需求而已，更

重要的是培養與提升其復原力，追尋自我實現，

也才能在外力協助退場後，能夠自立自強。以國

立暨南國際大學為例，我們發現學生在工讀或擔

任研究、教學助理過程中所取得的成就感，有助

於學生建立學習自信心。

此外，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將挹注固定經費，鼓

勵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之教師，透過教師專業社群

的相互激盪與學習，形塑「復原力」與「文化復

原力」的思維，以利發展對文化與經濟不利學生

的「最佳教學實務」（best teaching practices）。

三、 厚實文化與經濟不利學生之社會資本，

培養其就業實力

畢業表現為評估學習成效的重要依據，最為關

鍵的評估指標為畢業生的工作狀況與平均薪資。

以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為例，101-104學年度之調

查結果顯示，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之薪資（表

二、圖二），普遍低於非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

若從社會資本的角度詮釋上述現象，可能的解

釋為，經濟及文化不利學生顧慮經濟問題，多以

獲得一份全職工作為首要考量，較無法顧及薪資

水準。這也凸顯出經濟及文化不利學生可能因其

圖二 101-104學年度入學學士班學生畢業後1年薪資分析

資料來源：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務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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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社會資本的缺乏，可以選擇的空間有限，而

屈就於工作。由於社會資本與社會不平等具有內

在連結，為世代相傳的資產之一，並與其他資產

（如：社會關係、社會結構）有關。即家庭中與

社區中的社會資本確實會影響新一代的人力資本

發展（Guðmundsson & Mikiewicz, 2012）。

准此，於學生在學時，宜協助其厚植社會資本並

強化與產業界的連結，並促進其專業實力之成長。

結語

OECD於2012年發佈《教育的平等和品質：支持

弱勢學生和學校》（Equity and Quality in Education. 

Supporting Disadvantaged Students and Schools）報

告書。其中指出，教育平等意味著性別、種族或家

庭背景等個人或社會因素並不是實現教育潛力（公

平性）的障礙，並且所有個人都能至少達到基本的

最低技能水準（包容性）。在這些教育體制中，無

論他們的經濟狀況如何，絕大部分學生都有機會

獲得高水準的技能（OECD, 2012）。文化與經濟

不利學生若是因為缺乏足夠的教育與支持，導致

他們無法在學校或職場有翻轉人生的機會，甚至

由其原生家庭決定了他的學習成就與未來生涯，

這便不再是他個人的幸與不幸的問題，而是國家

必須去面對的龐大且逐漸擴增的人才崩解危機

（許添明、商雅雯、陳冠銘，2018）。

經濟文化不利學生的助學措施，其實正呼應

羅爾斯（John Rawls）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一書中所提到的「機會的公平平等原

則」，亦即透過補償不該有的不平等，讓所有人

享有一樣的公平機會，爭取各種有利的社會地位

和職位，並使得擁有相同程度能力和擁有相同

意願運用這些能力者，其成功前景不因其出身

背景而受到影響（李少軍、杜麗燕、張虹譯，

2006）。這也是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以生為本」

治校理念的具體實踐：當沒有學生會被放棄，或

認為應該被放棄，公平與正義才會擲地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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