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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面對全球環境的劇烈變遷，為了讓高等教育機構能在國家發展過程中扮

演領頭羊的角色，主要國家不約而同地以 2030 年或 2040 年為目標，提出高等教育發

展藍圖，藉此作為高等教育未來十年至二十年政策規劃和施展方向的指引。 

就臺灣觀之，自從 2001 年 12 月公布《大學教育政策白皮書》以來，有關高等教

育發展藍圖或願景的政策論述，多散見於各教育階段與議題之政策白皮書、政府施政

計畫或業務報告中。教育部雖曾於 2016 年嘗試提出「新世紀高教藍圖與發展方案」，

惜因種種原因最後未竟其功。在缺乏宏觀規劃作為指引的情形下，導致高等教育政策

較缺乏系統性和延續性。 

在快速變遷的時代中，臺灣高等教育究竟應該何去何從？如何能在有限資源的前

提下達成接軌國際和永續發展的目標？以上都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由於進行教育

前瞻規劃時，若缺乏國際視野和上位思考，恐流於閉門造車。故本文以高等教育發展

藍圖為主題，搜尋本院國際教育訊息中相關報導後，擷取馬來西亞、日本和芬蘭等主

要國家高等教育藍圖之重點並歸納其共通趨勢，俾作為我國參考。 

貳、主要國家具體做法 

以下針對馬來西亞、日本和芬蘭等國政府所提出之國家層級高等教育發展藍圖內

容進行介紹。 

一、馬來西亞：2015-2025 年高等教育發展藍圖 

馬來西亞為臺灣新南向政策的重點國家之一，該國政府向來將高等教育視為是提

升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手段。為了符應時代變遷需求與提升高等教育品質，馬國政府在

2015 年曾邀集大學校長、大學委員會、各領域專業人士、各類工會代表、政府部門代



表、企業雇主代表、家長與學生團體代表等不同政策利益關係人參與會議，在歷經多

次對話和協商形成共識後，最後提出《2015-2025 年馬來西亞高等教育發展藍圖》（The 

Malaysia Education Blueprint 2015-2025: Higher Education），其願景有五項（Ministry of 

Education Malaysia, 2015）。 

 

表 1、馬來西亞 2015-2025 年高等教育發展藍圖之願景與績效指標 

願景 績效指標 

入學機會

（Access） 

以提升高等教育的入學率為目標，預計從目前的 36%至 2025 年時提

高到 53%。主要是透過技術和職業教育與培訓（TVET）、私立高等教

育機構，以及線上學習規模的擴大來達成目標。在此同時，高教擴張

的速度和性質將必須與產業密切合作，藉此確保大學畢業生的供給與

需求可相互匹配。 

品質

（Quality） 

以提升大學畢業生素質、機構辦學品質和高等教育系統整體品質為目

標。 

1. 在畢業生素質方面，預期在 2025 年時將畢業生就業率由目前的

75%提升至 80%。 

2. 在機構辦學品質方面，讓馬來西亞進入 QS 全球排名前 200 名的大

學數量從目前的 1 所至 2025 年時提高到 4 所，其中至少 2 所進入

前 100 名，至少 1 所進入亞洲前 25 名。 

3. 在整體品質方面，U21 研究產出之排名能從目前 50 個國家中居第

36 名至 2025 年時前進到 25 名之內；另國際學生人數則從目前的

108,000 名增加到 250,000 名。 

公平

（Equity） 

雖然目前仍缺少能有效評估高教系統公平性的數據資料，但政府仍應

致力於確保無論背景如何，讓所有馬來西亞人都有機會發揮他們的潛

力，例如提高經濟弱勢族群的高等教育入學率和畢業率。 

統一

（Unity） 

雖然目前對於能有效評估高教系統內統一和團結的方法仍缺少共識，

但政府仍應致力於確保大學入學機會足以反映馬來西亞族群的多元

性。藉此創建一個具有容納性，同時也能為學生提供共同價值觀、共

同經驗和共同願景的教育系統。 

效率

（Efficiency） 

提高高等教育投資報酬率，並確保公立學校每生公共經費支出水準。

此外，在 U21 所有項目總排名中，能從目前第 44 名上升到前 25 名。 

資料來源：整理自 Ministry of Education Malaysia (2015)。 



為落實前述願景，該國高等教育發展藍圖中又進一步提出十大重點工作（如圖 1

和表 2 所示）。此外，為了確保願景能如期落實，政府以副首相兼教育部長為主席成

立一個高等教育委員會，負責監督各發展重點之執行成效。委員會成員包括教育部副

部長，以及教育界、學術界、企業界、非政府組織和各專業領域的代表。相關部會定

期召開會議來檢討各項政策的執行進度與成效（駐馬來西亞代表處教育組，2015a）。 

 

圖 1、2015-2025 年馬來西亞高等教育發展藍圖十大發展重點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Malaysia (2015). 

 

表 2、馬來西亞 2015-2025 年高等教育發展藍圖之十大發展重點 

發展重點 內容說明 

1.培養全方位、均衡

發展且具有企業家精

神的畢業生 

●擴充學生的學習經驗，邀請各領域成功楷模進行授課

與分享。 

●推出綜合平均積分制（Integrated CGPA）來鑑定學生

在英語和創新等各方面的能力 

2.吸引國內外傑出人

才到大學任教 

●依據高等教育機構的專長領域為機構進行定位。 

●為公私立高教機構提供最好的留才和攬才策略。 

3.建立終身學習體系 ●完善回流教育管道、建立終身學習資歷架構，包括學

分銀行（credit bank）與承認學生的工作經驗，協助

學生順利從職場回到校園繼續升學。 



●為弱勢族群提供財務援助、為企業提供稅務減免計

畫，以及與金融機構合作為全民提供財務援助。 

4.培育優質的技職教

育畢業生 

●允許企業雇參與課程規劃與教學。 

●加強技職校院與培訓單位的協調合作。 

●與其他部門或培訓單位協調合作，協助課程獲得國際

認證。 

5.高教機構財務的永

續發展 

●改善高教機構的資金來源管道。 

●提升國家高教資金的表現與永續發展。 

6.提升大學自主權 ●將自主權從教育部逐漸授權給公立大學管理階層。 

●教育部與公立大學簽訂五年合約，根據學校表現來決

定政府所撥付的補助數額。 

●加強私立高教機構的品質管理。 

7.營造創新的學習生

態系統 

●強調發展策略研究領域。 

●以獎勵方式鼓勵高教機構將研究成果商業化、設立技

術移轉中心及分享基礎設備，與相關機構進行合

作，達到互惠互利的目標。 

8.協助高教機構在全

球具有傑出地位 

●改善與簡化國際學生入境程序。 

●加強馬來西亞高教系統的對外宣傳。 

●提高校園中國際研究生的比例。 

9.建立全球線上學習 ●將線上學習打造成高等教育與終身學習的重要元素。 

●針對馬國表現傑出的專業領域推出大規模線上課程。 

10.推動高等教育系

統的轉型 

●推動大學轉型計畫。 

●進行教育部組織再造。 

●加強公立與私立高教機構績效標準與規範的一致性。 

資料來源：整理自駐馬來西亞代表處教育組（2015b）。 

 

二、日本：2040 年高等教育發展藍圖 

日本文部科學省（類似我國教育部）設有「中央教育審議會」作為常設的諮詢機

構，該審議會於 2018 年提出《2040 年高等教育整體規劃》諮詢報告，作為日本未來

20 年的高等教育發展藍圖。內容中除了說明日本 2018 年出生的兒童在 22 年後就讀大

學時，高等教育系統應有的樣態為何之外，也對日本大學定位、大學和社會的關係，



以及達成該藍圖願景的具體策略等進行闡述（小岩井忠道，2018）。 

日本 2040 年高等教育發展藍圖如圖 2 所示。 

 

圖 2、日本 2040 年高等教育發展藍圖 

 

資料來源：文部科學省（2018）。 

 

表 3、日本 2040 高等教育發展藍圖之目標和政策方向 

目標 

Ⅰ 2040 年高等教育的展望

和應有樣態：學習者本位

教育的轉換 

所需人才

和高等教

育目標 

1.無法預測時代中的人才圖像 

●以文理整合的方式學得普遍知識／理解和

通用技能。 

●具有順應時代變化且能積極回饋社會，

以邏輯思維改善社會素質的人力資源。 

2.學習者本位教育的轉換 

●學了什麼？你學到了嗎？以及可以辨識

的個人學習成果（脫離以教師為中心的

教學方法和研究為中心的教育系統）。 

●多樣且靈活的機制和流動性，讓學習者

可以終身學習。 

大學和社

會的關係 

●知識的共通基礎：透過教學和研究，提

出新的社會和經濟制度。 



目標 

●加強研究能力：透過多樣而傑出的知識

為創新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做出貢獻。 

●與產業界合作：就業和工作方式的改

革，與高等教育提供的學習進行對接。 

●地區的貢獻：對生活環境和社會的貢

獻。 

五大政策方向 

Ⅱ 教育研究制度：確保靈

活度與多樣化 

多樣化的

學生 

●破除以 18 歲日本學生為主要對象的傳統

模式，積極招收社會人士和國際學生。 

→重視成人教育、促進國際學生交流、強

化高等教育國際化。 

多樣化的

教師 

●人才選用機制的檢討 

→改善教師持續從事各種教學和研究活動

的機制和環境（培訓、績效評鑑等）。 

多元靈活

的學程 

●回應時代變化開設靈活課程、強化文理

整合和跨大學習範圍。 

→以學位學程為中心的大學制度、大學人

力物力資源共享、活用 ICT 的教育。 

多元靈活

的治理 

●強化各大學在營運上的管理功能，並研

議能有效促進大學之間合作和整合機

制。 

→導入複數大學、及時管理決策、超越公

私立大學的架構、大學合作促進法人

（暫稱）系統以整合各大學優勢、外部

理事的任用等。 

強化大學

的各種優

勢 

●從人力資源開發的角度，明確和擴大各

機構的優勢和特色。 

Ⅲ 教育品質保證和資訊

公開：重構學習品質保證 

建立教育

品質保證

機制 

●擬定有助於改善每所大學教學的措施準

則，以確立大學整體的教學管理。 

●設置標準的審查：對招生數量、教學方

法、設施設備等，能因應時代變化與資

訊科技進步進行全面檢視。 



目標 

●強化認證與評鑑制度：對違法行為的嚴

格處置。 

學習成果

的可視化

和資訊公

開 

學分和學位取得狀況、學生學習狀況和滿

意度、學習動機等資訊。 

蒐集有關教育成果和大學教學品質的資

訊，且有資訊公開義務→全國學生調查和

大學調查資料的整理、比較和公布。 

Ⅳ 鑑於 18 歲人口的減

少，高等教育機構的規模

和區域分配：各世代學習

的知識基礎 

高等教育

機構的學

生人數和

規模 

●根據未來社會的變化，實現包含社會人

士、國際生在內的多元價值匯聚的校

園。 

●考慮適當的教育規模，以增加學生的潛

力，並對無法保證教育品質的機構進行

嚴格評鑑。 

地區的高

等教育 

●建立地區合作平臺，作為高等教育機

構、地方政府和產業討論每個地區未來

願景、合作和交流等具體措施的平臺。 

國立公立

和私立學

校的角色

功能 

●依據歷史背景和重整後的角色，重建地

區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且由國公私立

高教機構協力合作。 

●檢視國立大學扮演的角色，以及所需專

業領域、規模和方向。 

Ⅴ 高等教育機構的作用：

多元的機構提供多樣化的

教育 

 ●各種高等教育機構類型（大學、專業大

學、短大、技術學院、專科學校、研究

所）等問題的檢討。 

●強化高等教育機構間的橫向聯繫，透過

增加流動性來實現更多元的職涯路徑，

例如：高教機構間學生的轉學等。 

Ⅵ 高等教育投資和支

持：成本可視化及擴充財

源管道 

 ●高等教育是國家競爭力的來源，故有必

要由公部門持續支持。 

●基於共享社會各部門（包括經濟）的成

果，能獲得民間投資和社會捐贈也很重

要。 

●教育和研究成本的可視化 



目標 

●向社會展示高等教育對整體社會的貢獻

和成效 

●提高對包含公共支持在內的社會負擔之

理解→塑造整個社會投資高等教育的氛

圍。 

資料來源：整理自文部科學省（2018）。 

 

三、芬蘭：2030 年高等教育和研究願景 

為了確保芬蘭高等教育系統能因應時代變遷需求，同時提升國際競爭力，自 2017

年起，芬蘭教育與文化部長就積極邀請大學經營者、學生代表和其他政策利益關係人

進行關於高等教育未來方向的討論，進而提出「2030 年高等教育和研究願景」（Vision 

2030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駐瑞典代表處教育組，2017）。其後又於 2019

年初公布達成願景的路線圖（如圖 3 和表 4 所示）。其路線圖包括五個相互關連的發

展計畫。 

 

圖 3、芬蘭 2030 年高等教育和研究願景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2017). 



表 4、芬蘭 2030 年高等教育和研究願景的路線圖 

發展計畫 目標 具體策略 

1.成為擁有最具有熟練

勞動力的國家 

更多擁有高等教育

學歷的人口為芬蘭

知識資本累積的基

礎，同時可提高國

家競爭力。 

●提高具有高等教育學歷的勞動

人口比例 

●引進終身學習的教育模式和理

念 

●吸引更多國際人才到芬蘭服務 

2.強化數位服務環境 數位化是社會變革

的引擎，改變大學

運作，以及教育的

提供方式和內容。 

●為高等教育服務建構數位環境 

3.建立能提供最佳學習

成果和環境的高等教育

社群 

強調多樣化的學習環境和學習者個人需求。 

4.讓高等教育機構成為

芬蘭最好的工作場所 

將與國際合作夥伴共同推動大學領導力計畫，以改

善高等教育機構成員能力和福祉為目標。 

5.提高研究和創新的合

作和透明度 

提供持續的研究和

創新資金、多樣化

的伙伴關係和透明

度可提高研究品

質。 

●支持建設具有國際吸引力的

知識集群和創新體系 

●更具有關連性的研究發展創

新政策 

資料來源：整理自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2017). 

 

參、主要國家高等教育發展藍圖的共通趨勢 

綜合馬來西亞、日本和芬蘭等國高等教育發展藍圖內容後，歸納重點如下。 

一、 由各界代表形成共識後提出藍圖 

大學向來被視為是人才培育和研究創新的重鎮，但這兩項政策涵蓋內容甚廣，除

了教育部門之外，還須政府其他部會甚至民間的協力合作。由馬來西亞、日本和芬蘭

高等教育藍圖的形成機制亦可發現，高教發展藍圖係由各界代表、不同政策利益關係



人共同參與形成共識後產生。因此，誠如黃榮村院長所言，若欲讓臺灣高教系統成為

驅使國家進步發展的動力引擎，實有賴行政院傾全國之力，以國家高度為前提、以國

際視野為架構，召集各界代表組成工作小組。俟小組形成共識後再提出「高教主要規

劃」（Master Plan）與「發展路徑圖」（Road Map），藉此具體描繪出包括高等教育願景、

各階段工作任務，以及經費投入等重點面向的臺灣高等教育發展路徑（陳曼玲，2018）。 

二、以建立終身學習系統為首要目標 

由於全球局勢變化愈來愈快、知識更新週期也愈來愈短，造成學校所教導的知識

常不足以因應未來世界發展需求。因此，無論是馬來西亞或日本，都將提供全民終身

學習的機會納入高等教育發展藍圖中。以日本為例，政府指出日本將於 2040 年迎來

「百歲時代」，屆時個人的生涯發展將不再是傳統「教育、工作、退休」的直線軌跡，

而轉變為讓個體就業的同時，也能有機會隨時回校再學習的終身學習社會。 

三、提供靈活且具有彈性的學習體制 

為了配合終身學習系統的建立，高等教育組織架構和運作方式必須有所調整，朝

更多樣、更靈活和更具彈性的方向邁進。嘗試打破學院、學科等組織架構的界限、制

定文理兼顧的課程，並根據學校類型的差異，授權各大學自主決定任務目標、教育內

容，以及修業年限。此外，在資訊化時代中，完善數位環境與線上學習課程也被視為

是建立終身學習系統的重要元素。 

四、強調能回應勞動市場的人才培育政策 

大學畢業生除了選擇繼續升學之外，多數人隨即要面臨的就是就業問題。因此，

無論是馬來西亞或芬蘭，其發展藍圖都強調要培養具有企業家精神和熟練技能的大學

畢業生。在此同時，也都強調大學和社會的關係、重視大學對社區生活環境的影響，

以及與產業密切合作，讓學校學習內容能與未來就業需求進行對接。 

五、勿忽視大學財務永續發展的重要性 

有鑑於大學所能獲得的政府經費補助已經因為高等教育普及化而受到稀釋，馬來



西亞和日本都將大學自主和財務永續發展納入高等教育發展藍圖中。其旨在強調政府雖

有責任挹注高等教育機構，但大學也應積極透過財源管道的擴充來減少對政府經費的依

賴，以及塑造一個由全民共同投資高等教育的社會氛圍。 

肆、結語 

總之，由馬來西亞、日本和芬蘭三國高等教育發展藍圖的規劃過程可知，藍圖代

表一國未來十年或二十年高等教育政策施行方向，故除有必要參考國際發展趨勢、凝

聚國內各界代表之共識之外，也須依循既定的制訂程序，具有法制基礎再公布實施，

絕非一蹴可幾。另值得注意的是，各國因文化背景和教育資源具有差異，在規劃前瞻

性高等教育政策時，主要國家經驗和做法雖具有參考價值；但仍須將可能影響本國教

育政策施行力道的政治和經濟因素納入考量，才能據以規劃真正適用於我國的高等教

育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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