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教育經費籌措與分配 

陳慶鏗 ∗ 

一、前言 

統計數字顯示，自民國三十九學年度至九十學年度，臺灣

地區大學校院從四所增加為一百四十三所，此快速成長之結

果，一方面大幅度提昇高等教育之普及，另一方面卻產生大學

資源籌措與分配問題。本文即針對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經費籌措

與分配所面臨之困難與解決方法，以國立中山大學為例，提出

筆者之看法。 

二、高等教育經費來源 

教育部九十年七月出版之「大學教育政策白皮書」，於分析

我國大學教育問題時指出：1 

國內大學教育資源的分配，過去都是由政府扮演主導的

角色。公立學校在公務預算體系下，預算完全由政府編

列，私立學校主要依賴學生的學雜費，但學雜費的收費

                                                 
 
∗ 國立中山大學神經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國家講座教授。 
1 楊國賜編：《大學教育政策白皮書》（臺北：教育部，2001 年），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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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亦由政府統一訂定。……近年來，政府在教育資源

上的分配，對於過去較被忽略的中小學教育、幼兒教育、

原住民教育、特殊教育等開始投入較多的資源，大學教

育的資源相對受到擠壓。而隨著大學數量的擴充，大學

已無法像過去一樣，完全依賴政府的幫助。至於欲借民

間資源的投入以補所需，則又因國內民間捐資學校的風

氣未盛，學校運作的彈性也明顯不足，以致效果不彰，

這些都是現階段大學教育發展的問題。 

配合高等教育資源調整，公立大學於八十五學年度開始，

即分批實施校務基金制度，目前已全面推行。 

教育部更於民國八十八年二月訂頒校務基金條例，作為監

督、輔導之準則。各大學由過去依賴政府補助預算的情況，逐

步改變為自籌部分經費。2 

三、目前大學教育資源籌措與分配之困境 

由於高等教育資源的緊縮而產生經費不足，首當其衝為國

立大學。教育部近年來在高等教育經費預算雖有成長，但其成

長數係編列在預算之「高等教育行政及督導」項目，於年度中

由各學校提計劃申請。各學校從教育部獲得的補助款，將不再

完全按學校規模、老師人數、學生人數而定。以國立中山大學

為例，近年來教育部補助款逐年下降，自八十八學年度起，教

育部年度預算金額已低於總收入之 50%，九十一學年度只佔

                                                 
 
2 同前註，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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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因此必須籌措其他收入。此等收入主要來自學雜費、宿

舍管理費、財務（利息收入），捐助與建教合作與推廣教育之管

理 費 等 ， 九 十 一 學 年 度 此 等 收 入 各 佔 中 山 大 學 總 預 算 之

23.51%，3.41%，1.25%，0.94%及 2.06%。目前教育部輔助款扣

除教學圖儀設備費後已不夠支付本校人事費，不足數需由自籌

款（學雜費收入、捐助收入等來填補），因此未來自籌財源的能

力將關係著各大學校院之發展潛力。 

四、競爭性經費之編列 

近期高等教育經費分配有一新趨勢，為增加競爭性經費編

列。例如於「強化大學教學、研究基礎建設，提昇大學競爭力」

總目標下，教育部自八十七年開始運用各種經費建立積極誘

因，引導大學校院整合資源、建立特色，以全面提昇大學國際

競爭力，其內容如下：3 

方案名稱（實施年度） 預估總經費（仟元）

師範校院整合與轉型發展計劃（87-92） 1,607,000 

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劃（88-94） 6,700,000 

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劃（90-94） 3,300,000 

                                                 
 
3 見教育部九十一年四月一日「目前大學校院整合趨勢與推動研究型大學現況

專案報告」第 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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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研究所教育重點改善計劃（90-95） 2,700,000 

提昇大學國際競爭力計劃（91-96） 2,350,000 

研究型大學整合計劃（91-96） 4,800,000 

大學科技系所人才培育計劃（91-96） 1,200,000 

輔導新設大學健全發展計劃（91-96） 3,600,000 

技職校院產學合作計劃（91-96） 2,400,000 

技專校院教育品質實施方案（91-96） 3,600,000 

此外，於培養傑出且具國際競爭力之研究團隊理念下，國

家科學委員會目前採取之相關策略包括： 

1. 積極推動「跨領域整合型研究計劃」（九十一年八月開始

執行），並鼓勵學術研究潛力較佳之教授能夠藉提出跨領域整合

型計劃來整合各大學相關研究人力和資源，組成具有國際競爭

力的研究團隊，在經過嚴格的審查程序之後，給與多年期的研

究計劃經費補助，期能於近年內能達到該領域的學術卓越目標。 

2. 透過部會協調的機制，與教育部共同研議「卓越研究中

心設置要點」，由部會共同推動，提供大學申設「卓越研究中心」

以整合各大學之相關研究人力和資源，強化大學學術研究的基

礎設施，俾形成優勢學術領域，提昇國際競爭力。目前「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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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設置要點」即將修訂完成，預定九十三年度起實施。 

3. 提高專題研究計劃之「行政管理費」，由過去的 6%逐年

提高，至今（九十一）年度達 10%，將來擬繼續提高至 15%，

使學術研究較佳之大學能夠善用「行政管理費」來改善學術研

究之基礎設施，進而提昇大學的研究潛力及研究水準。 

4. 由各學術處結合各方面專家學者之意見，規劃前瞻性的

重點研究領域，並提撥部分經費於這些重點領域，以公開徵求

研究計劃的方式，經過嚴謹之審查之後核給計劃。 

5. 推動國家型科技計劃，以整合各部會署、各大學校院以

及上、中、下游之研究人力和資源，針對特定之前瞻性議題進

行研究。國家型科技計劃的推動通常是透過縝密的規劃，經由

公開邀請計劃的方式，使在該領域研究傑出之教授能夠相互合

作形成研究團隊，除可提昇學術研究之競爭力外，還可以進一

步結合學術研究與產業發展。4 

五、如何爭取競爭性經費 

於龐大經費誘因下，目前各大學校院均循提昇研究及教學

品質擬定方針，以爭取競爭性經費。 

一個成功的計劃其主題領域必須具備重要性、時代性、使

命性、競爭性及發展潛力，此外，尚須有明確目標、策劃及預

                                                 
 
4 見國科會九十一年四月一日立法院第五屆第一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大學

校際整合趨勢及推動研究型大學現況報告」第 3 至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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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成果。茲以中山大學「教育部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劃」

之「南臺灣神經科學卓越研究中心」為範例，進一步說明。 

（一）介紹神經科學並凸顯其重要性 

神經科學常因其複雜性而被披上一層神秘面紗，其實此研

究領域與人類之生、老、病、死均息息相關密不可分。例如吾

人無論感覺、運動、思維、行為、智慧、言語、記憶、情緒以

及呼吸、循環、消化、內分泌、免疫、生殖等生理功能，均依

賴神經系統方能維持正常功能之運轉。再者，與神經系統相關

之病變，包括中風、老人痴呆症、巴金森氏病、聽語障礙、精

神病等，以及藥物濫用、酗酒、毒癮等問題，若未能有效治療

及控制，則不但增加國家醫療負擔，也導致嚴重社會問題。我

國目前臨床死亡之定義，亦以腦死為判斷指標。由此可見神經

科學無論在生物醫學、社會學甚至法律學等角度均具重要性。 

（二）強調神經科學之時代性與使命性 

  神經科學之特點為綜合解剖、生理、藥理、分子生物、生

物化學、免疫、遺傳、心理及精神學等醫學學門之精髓，探討

腦部正常功能、其與行為之關係以及神經系統病變之起因與治

療。我國於民國八十年第四屆全國科技會議中決議之六年與十

二年重點發展科技中，神經科學已被列為支持重點科技。前美

國總統布希於 1989 年簽署宣言，亦訂定二十世紀最後十年 
（1990-1999） 為腦部研究時代，日本政府於 1997 年更進一步

宣佈二十一世紀為腦部研究世紀，此等宣言著實是強調神經科

學發展之時代性與使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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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出我國於神經科學國際研究舞台競爭性 

根據國科會生物處統計指出，民國 81-85 年我國基礎生物

醫學相關論文中神經科學成果佔總數之百分之十五。在亞洲各

國神經科學相關論文發表數目方面，我國僅次於日本，為亞洲

第二表現傑出國家，可讓我國在國際研究舞台上佔一席之地。

綜觀目前國內大部份從事神經系統性功能研究工作者，仍局限

於某一範疇之專注研究，未能充份發揮神經科學多元化研究特

性，配合生化及分子生物學相關技術，作較深入之機制性探討。

而從事生化與分子生物學相關研究者，亦未能將成果推廣於細

胞、神經核或整體行為等功能層面加以證實，因此對神經科學

之研究僅限於點與線之研究，而未能進入全盤性之研究。 

（四）強調南臺灣神經科學之發展潛力 

神經科學研究人力有嚴重南北分佈不均情形。南臺灣神經

科學方面研究人力只約佔全國四分之一，表面上似乎居於劣

勢，唯從推動整合性研究角度觀之，反而有北臺灣無法相比之

優勢，因為能夠達成共同理念之認同並充份投入各人專長，互

補長短之機會相對提高。除此之外，由於南臺灣神經科學研究

人力較少，因此相關研究者對提昇南臺灣卓越研究之理想深負

使命感，此凝聚力量為產生本計畫之主要原動力。 

（五）提出明確計劃目標 

1. 整合南臺灣神經科學研究成果已獲肯定者，進行相互學

術性支援之整合型計畫研究，俾使參與計畫之個別學者能更趨

卓越成果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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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已具良好神經科學研究訓練之年輕學者，提供完善之

常設性研究設施與技術指導，為我國下一代神經科學卓越研究

人員儲備人才。 

3. 策劃推展學術及技術性研討會，提供神經科學研究者從

事研究心路歷程及最新技術資訊予相關研究人員。 

（六）針對計劃目標提出執行之策略 

總計畫之基本策劃理念為培育下一代神經科學卓越研究人

才，擬循建立神經功能研究室、神經結構研究室、神經化學研

究室、神經生理研究室、分子神經研究室、動物室及細胞培養

室等常設性設備，以及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技術研習會兩方

面進行。除專題演講外，國際知名學者將被邀請分享其追求卓

越之心路歷程。參與分項計畫之成員均將擔任技術研習會講

員，並且提供技術層面之支援與指導，使年輕學者能充份利用

中心之資源，落實本計畫追求以一個神經科學研究中心為據

點，提供從事神經科學研究基礎建設以及諮詢管道之理念，為

我國追求學術卓越開拓新境界。分項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

共 17 人，其中教授 8 人，副教授 7 人，助理教授 2 人。均為國

立中山大學、高雄榮民總醫院、高雄醫學大學及國立成功大學

於神經科學研究方面成績優異或甚具潛力之研究人員。其研究

專長涵蓋神經生理學、神經化學、神經藥理學、神經解剖學、

分子醫學、醫學工程、光電學及應用數學等。計畫內容以神經

可塑性為縱面，以死亡、高血壓、記憶產生及聽覺與平衡等四

種特定生理性及病理性研究主題為橫面，進行多元化跨學門之

整合研究，探討神經可塑性產生之共通機制。推動整合性研究

計畫之原動力，除參與研究計畫學者對共同理念之認同外，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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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對其他成員研究內容之熟悉，因此將定期舉行成果檢討

會，希望藉此種機會，瞭解各成員研究內容，作為互補長短之

基礎，並發展相互合作新機會。 

（七）明定預期成果作為評估依據 

本計畫預期具突破性之研究成果將為神經可塑性共通機制

之發現，同時對了解神經之正常運作及再生功能提出重要學理

概念，此等成果具重大學術與應用意義。此外，建立一個擁有

常設性研究設備，並且具備實質運作功能之神經科學卓越研究

中心，於我國生物醫學發展中是一個創舉，因此預期本中心將

為此種推行整合性研究之新模式樹立範例。由於本計畫遠景定

位是建立一所立足於亞太地區之神經科學卓越研究中心，因此

成員之共識為將其研究成果發表於國際高水準期刊。研究中心

未來主辦之國際學術性及技術性研習會將儘量邀請計畫成員為

講員，亦將鼓勵年輕學者參加重要國際會議，增加國際學界對

其成果之了解及研究人員在國際學術界之知名度。 

六、執行競爭性經費之配套方式 

國內最常見的現象為行政體系與教育系統協調性不足。例

如推行大型計劃的先決條件為彈性應用經費，唯於目前審計系

統只注重經費應用之時效及程序前提下，追求學術卓越之目標

常演變成追求卓越執行預算而已。此問題雖老生常談，但必須

急迫解決。大學院校校長應聯合發表宣言，促請審計系統正視

此種不協調運作之後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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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大學校院本身，大型計劃亦常有執行上困難。例如行政

單位常因相對增加之業務而有所抱怨，計劃參予者亦因其特殊

地位而引起同儕之妒忌。究其原因，最常見者為校方高層主管

只對所帶來之資源與聲譽有興趣，而忽略計劃之成功運作，除

參予者之努力外，尚需相關政策上配合，解決執行計劃之瓶頸。

於校內作政策性配套，以輔助大型計劃之完善執行，其原動力

視乎該校校長之遠見。一個有遠見的校長，定將該校執行大型

計劃之成效作為個人行政績效之標的，適時主動發掘並解決瓶

頸。其實，能夠爭取到競爭性經費之計劃主持人，其本身之學

術地位與執行能力均無庸置疑，若能加上校長與計劃榮辱並存

之理念，則達到追求卓越境界應順理成章。因此，教育部或國

科會於評審競爭性經費成果之同時，亦應加入校方對計劃之配

合度為評審項目。 

七、如何開發民間經費資源 

大學校院另一經費來源為民間資源之投入，此種方式於香

港推行已久，成效顯著。目前國內此風氣漸開，亦不失為開發

資源之方向。 

開發民間資源，常被提到之方式為校長之人際關係。但從

在商言商之經營角度觀之，筆者以為能提供對民間業者有利之

計劃，可能比人際更為重要。例如一個深具潛力之產業合作，

可能較容易引起相關業者長期投資之意願。因此，大學校院校

長應該盡力掌握校內研究特色，並有計劃向民間相關業者主動

商討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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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業者若有「求名」者，可對大學校院為捐贈建築物、

獎學金或設施。香港各大學鮮有建築物不具特定稱謂者，眾多

獎學金亦復如是。國外圖書館亦常有個別民間業者（如銀行）

捐贈自動借書機，或支持某一種書刊之訂購。中山大學近年與

美國在台協會合作，於圖書館中設立美國中心，提供南部地區

學生完備之美國高等教育資訊，即為具體實例。 

推行此方面之大學教育資源籌措與分配，其先決條件為相

關配套。教育部針對大學教育發展策略指出：5 

政府與學校提供多方誘因，開啟社會捐贈風氣，以吸引

民間資金投入教育事業，更應及早取消對私立大學捐助

稅額的限制，以鼓勵民間企業樂於對公私立大學進行捐

助。 

八、結語 

高等教育資源籌措與分配，與大學校院之發展息息相關，

國立大學於校務基金運作機制下，自籌經費可能是未來之主流

方向，因此一個有遠見的校長應以發掘校內研究或教學特色為

己任，主動邀請相關教授撰寫計劃，一方面爭取競爭性經費，

另方面向民間業界推介。尤有著者為主動提供執行計劃之配套

行政作業，俾計劃能完善進行，期能以卓越成果爭取下一梯次

經費，永續發展該校特色。 

 
                                                 
 
5 《大學教育政策白皮書》，頁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