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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議大學學費：日本高等教育無償化政策對我國的啟示 
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劉秀曦 

壹、前言 

為振興日本長期低靡不振的國內經濟發展，安倍政府於 2017 年 12 月 8 日通過

以「培育人才革命」與「生產力革命」為兩大支柱的「新經濟政策計畫」。其中「培

育人才革命」（育才革命）旨在從教育領域出發，透過各教育階段的積極作為來因

應日本日益嚴重的少子女化與高齡化等人口結構變遷問題，範圍涵蓋從出生、學校、

就業到老年安養等全方位的政策方案，同時以「教育無償化」做為核心理念，貫穿

所有政策。具體措施包括：一、免費幼兒教育制度；二、私立高中學費減免措施（以

年收未滿 590 萬日圓之家庭為對象）；三、免費高等教育制度（駐日本代表處教育

組，2018；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 

由於日本文化背景和教育體制與我國相仿，且大學學費政策在我國同樣是備受

關注的議題，故日本教育政策之創新和變革對我國具有借鏡參考價值。爰本文以日

本「高等教育無償化政策」為對象，就其政策目標、實施內容及其對我國的啟示進

行分析。 

貳、日本高等教育無償化政策之目標與內容 

一、政策目標：促進教育機會均等與向上社會流動 

日本內閣府調查報告發現：（一）最終學歷對於畢業生在就業市場的平均薪資

有顯著影響；（二）低所得清寒家庭子女具有大學學歷之比率相對較低。因此，為了

促進向上社會流動、減輕弱勢家庭學生就學負擔，日本政府決議推動「育才革命」，

擴大對低所得家庭受教者的經濟支援，藉此彌平高等教育受教機會落差（楊亞衡，

2018）。 

二、政策內容：減免經濟弱勢家庭子女之大學入學金與學費 

為落實前述政策目標，所採取的策略除持續擴大授課費用之減免外，獎學金制

度（即學生貸款方案）也免除利息、還款制度則採彈性設計（如配合未來所得連動），

甚或無須償還等方式規劃，讓成績優秀但家境貧寒的學生在求學時能無後顧之憂，

避免因家貧引發未來個人生涯發展受限的連鎖效應（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 

茲針對學費政策實施之具體內容如下（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2017、2018a、
2018b）： 

（一）實施時間：規劃於 2020 年 4 月起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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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格條件：在大學、短期大學、高等專門大學以及專門學校就讀之經濟

弱勢家庭學生。此處所謂經濟弱勢家庭學生，係指住民稅非課稅家庭（家庭年收入

未滿 270 萬日圓，折合新臺幣約 73 萬元）學生。 

（三）減免金額：依家庭年收入分為以下三個級距 

 表 1 日本高等教育無償化政策學費減免級距 

學校類型 
家庭年收入 

國公立大學 私立大學 

未滿 270 萬日圓 
（約新臺幣 73 萬

元） 

每年可免除約 53 萬 6,000
日圓（約新臺幣 15 萬元）

學費以及約 28 萬 2,000 日

圓（約新臺幣 8 萬元）入

學金（已相當於學費全

免） 

訂定學費減免上限，每年

可減免上限約 70 萬日圓

（約新臺幣 20 萬元）的學

費，入學費最高也可減免

25 萬日圓（約新臺幣 7 萬

元）（即部分減免） 
超過 270 萬但未滿

300 萬日圓 
（約新臺幣 73～81
萬元） 

家庭收入最低級距補助金

額的 2/3 
家庭收入最低級距補助金

額的 2/3 

超過 300 萬但未滿

380 萬日圓 
（約新臺幣 81～
103 萬元） 

家庭收入最低級距補助金

額的 1/3 
家庭收入最低級距補助金

額的 1/3 

 資料來源：整理自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2018b）。 

（四）成績要求：高中成績不影響其申請資格，但進入大學後會開始要求學生

的學習表現（grade point average, GPA 等平均成績），若未能達到一定標準，則將停

止對該生的獎學金補助。 

參、對臺灣的啟示 

茲就日本高等教育無償化政策對臺灣的啟示分析如下： 

一、經費來源問題：日本規劃以調高消費稅率做為教改財源，臺灣若無穩定經

費做為支應，將可能出現政策持續性不足的窘境 

就政策方案經費來源觀之，有鑑於採取借款（國債）措施將帶給次世代負擔（臺

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2017），故日本政府預計於 2019 年 10 月將現行 8%的消

費稅調高至 10%，藉此增加約 5 兆日圓（約新臺幣 1.3 兆元）稅收，再將其中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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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人才培育計畫（楊亞衡，2018）。 

但前述可增加的稅收金額仍僅為預估值，未來正式實施之後否真能達成目標？

還是一大問題。基於此，部分日本學者對此項政策能否落實持保留觀望態度，認為

日本政府在財政已經寅吃卯糧、債新臺高築的情況下，尚欲籌集如此鉅額資金談何

容易，故此種以高等教育無償化為代表的「揮霍型」政策，未來恐因財源無以為繼

而難以實行（小黑一正，2017）。 

由上可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即使是立意良善的政策，仍需有充裕的經費支

持方能克竟其功。臺灣 2015 年賦稅負擔率（即賦稅收入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

為 12.7%，日本同年為 18.6%、南韓為 18.5%（財政部，2018）。臺灣在賦稅負擔率

偏低的情況下，國家財政狀況只會比日本更為艱難，故除非能進行稅制改革來增加

國庫收入，且願意將教育事務做為預算提撥之優先項目，否則將可能出現如日本學

者所擔憂的政策持續性不足的窘境。 

二、政策目標群體之限縮問題 

（一）採取排富條款：政府經費僅用來補助經濟弱勢家庭學生，且依照不同收

入級距實施差異補助 

就國際比較觀之，日本大學所收取的學費相對偏高，故曾在 OECD（2016）報

告書中被列為高學費/低補助國家。另教育部統計處（2018）資料顯示，2017 年日

本國立大學註冊費為新臺幣 76,530 元，學費為新臺幣 145,407 元，合計約新臺幣

221,937 元；私立大學 2015 年註冊費為新臺幣 67,506 元，學費為新臺幣 228,943 元，

合計約新臺幣 345,073 元。 

基於此，日本政府積極規劃高等教育無償化政策，旨在達成教育機會均等與向

上社會流動目標。但值得注意的是，前揭政策並非是適用於全體入學生之「高等教

育免學費政策」，而是以經濟弱勢家庭子女為對象，並設定減免金額上限，換言之，

即使日本政府對外宣稱是「高等教育無償化政策」，但仍設有排富條款，未來若家

庭年收入在 270 萬日圓（約新臺幣 73 萬元）以下者，就讀國公立大學幾乎等同於

免學費（國公立大學之學費約新臺幣 22 萬元）。 

反觀臺灣，我國 2017 年國立大學學費（不含醫學院）最高為 60,520 元；私立

大學（不含醫學院）最高為 113,828 元，相較於日本並不高。再者，許多研究也顯

示，政府對高等教育的補貼若未能限定對象，恐產生反所得重分配現象（林明仁、

沈暉智，2018）。因此，在綜合前述財源問題之後，即可發現臺灣若欲全面實施高等

教育免學費政策，不但在財政上不切實際，在學理上也有違教育公平原則。因此，

建議政府可參考日本做法，先讓大學學費能適度反映教育成本，落實受益者付費理

念，同時將政府經費集中於補助弱勢家庭學生，提供其學雜費減免與其他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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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強化對弱勢學生的全方位照顧，如此方能將有限經費花在刀口上。 

（二）學業成績追蹤：將學生學業成績納入補助條件中，學業成績在一定標準

以上者才能持續獲得政府補助 

除了排富條款之外，日本高等教育無償化政策還有一項資格限制，亦即推動「學

生學業成績」考核。詳言之，該項政策實施內容中規定「獲得補助的學生，若出現

每年所得學分低於必修學分 6 成，或成績低於全體學生總名次的 25%以下時，大學

即給予警告；經連續警告的學生，原則上即取消補助金額」（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

2018b）。 

前述措施旨在於防止學習意願低落的學生升學，同時防止經營不善的學校為領

取國家補助金而發生招收無學習意願學生的不正當作為。日本政府現正準備訂立相

關法案，當此類學生人數太多或太少時，依法可要求校方通報，並介入進行調查（駐

日本代表處教育組，2018c）。 

反觀臺灣，少數經營不善私立學校以人頭學生詐領政府補助金的新聞也時有所

聞。因此，政府雖有責任避免經濟因素成為國民受教阻礙；但由於政府經費源自於

國民稅收，故亦有責任善用經費，提高經費運用效率。基於此，日本政府主張「有

學習意願與學習能力者」才具有繼續領取政府補助的資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

無心向學的大學生僅因不需付費就入學，反而造成公共資源的浪費且不利於個人生

涯發展，此種做法可供我國政府推動相關政策時借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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