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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經濟弱勢學生可能會因個人家庭或經濟因素而被排除於高等教育之外，使得以教育來促

動社會流動的功能大打折扣。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臺灣及國際上對大學經濟弱勢學生的入學及

就學扶助措施，並據以對教育部政策提供修正芻議。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分別針對臺灣

對大學經濟弱勢學生的助學政策、經濟弱勢學生入學與就學時的考量與問題、改善經濟弱勢

學生入學與就學的策略等議題進行探討。結果顯示，教育部對經濟弱勢學生的入學與就學提

供了相當多的扶助措施，但這些扶助措施與經濟弱勢學生的問題與考量仍有部分落差，如學

生可能選擇學業不匹配的大學、不懂申請程序與缺乏協助等，仍待改善政策以符學生需求。

本研究依據文獻資料、國外政府與頂尖大學的作法，針對政策端及大學端的經濟弱勢學生入

學及就學扶助措施提出改善建議，如推動擴大參與方案、簡化入學申請流程、建構經濟弱勢

學生入學扶助單一網頁窗口等。以期能讓更多經濟弱勢學生有機會透過高等教育來改善自身

處境，促進社會向上流動，亦可落實校園多元化的理念，符應社會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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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育的功能之一，在促進社會流動。在教育制度中依循著個人的努力，以取得社會向上

流動的機會。然而，不同階層學生在教育機會與教育品質上的不均等（Lucas, 2001），使得以

教育來促進社會流動的功能大打折扣。誠如 Liu（2011）指出，優勢階層會透過教育來鞏固其

社會地位，以再製優勢的社會階層，並以功績主義（meritocracy）為藉口，為社會不公的現象

進行合理化。此現象在頂尖大學中更為明顯，如 Nahai（2013）訪談牛津大學的入學輔導教師，

結果發現，牛津大學的入學是高度功績主義，以成績為主要考量。 

審視高等教育機會不均與階層化的狀況，實為國內、外皆然的問題。如張鈿富、葉連祺

與張奕華（2005）發現家庭平均月收入愈高者，子女就讀公立大學的機會愈高，低家庭收入

者進入公立大學的機會相對較小。國外學者針對美國與德國的教育資料庫進行分析，結果發

現，所有學生的升學機會與學業成績均隨年代而提升，然而，不同社經學生的學業差距與進

入高等教育的差距仍然隨時間變遷而持續，顯示高等教育階層化仍然保持不變（Bastedo & 

Jaquette, 2011; Reimer & Pollak, 2010）。 

依美國的縱貫性資料顯示，能從大學獲益最大的，是那些最不可能得到大學教育的弱勢

族群，因為弱勢族群可透過教育來達成經濟階級移動（economic mobility）（Brand & Xie, 

2010）。另外，就高等教育的人才培育來說，招募來自不同背景、文化、社經的學生，對於

校園多元化、培育學生的多元觀點與尊重差異的包容力是相當重要的（Stanford University, 

2014a;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2014）。若經濟弱勢學生因個人家庭或經濟因素而被排除於高

等教育之外，將使得教育機會均等與促進社會流動淪為口號，教育遂成為社會階層再製的工

具。因此，如何增進經濟弱勢學生能有更多機會就讀大學或頂尖大學，以改善其未來處境並

促進學生間多元融合，實值得探討。 

教育部為了照顧經濟弱勢學生，提出了大專校院助學措施，包括學雜費減免、工讀助學金、

學產基金助學金、就學貸款等，以協助經濟弱勢學生安心向學（教育部，2014）。然而，若是

這些政策措施無法符應經濟弱勢學生的需求，例如經濟弱勢學生入學成績偏低（Sackett et al., 

2012）、入學會考量交通問題（Wilks & Wilson, 2012）等，將可能使得扶助經濟弱勢學生的政

策美意大打折扣。由於國外各大學，如史丹佛大學、愛丁堡大學等，均致力於校園多元化，對

經濟弱勢學生提供各種入學及就學扶助（Stanford University, 2014a;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2014）。各先進國家，如美、澳等國，亦提出了不同的計畫與政策來讓低社經背景學生能有接

受高等教育的機會（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2014; 

White House, 2014）。緣此，若能擷取國外政策或國外大學扶助措施的經驗，據以調整並改善

經濟弱勢學生入學與就學扶助政策，相信將能對政府政策及高等教育帶來實際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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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臺灣及國際上對大學經濟弱勢學生的入學及就學扶助措施，並據以對

教育部政策提供修正芻議。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研究問題包括：臺灣對大學經濟弱勢學

生的助學政策，是否能符應經濟弱勢學生的需求？國際上對大學經濟弱勢學生的入學及就學

扶助措施，能為教育部政策帶來哪些修正啟示？以下各節分別針對臺灣對大學經濟弱勢學生

的助學政策、經濟弱勢學生入學與就學時的考量與問題、改善經濟弱勢學生入學與就學的策

略等進行探討。 

貳、臺灣對大學經濟弱勢學生的助學政策 

政府對弱勢學生的扶助，其對象包含低、中低收入戶學生、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

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原住民學生等。本研究所指的經濟弱勢學生，係指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學生、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等。依教育部（2014）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顯示，

政府對經濟弱勢學生的扶助措施包含弱勢助學金、生活助學金、緊急紓困助學金、住宿優惠

等四項，其他還包括入學考試費用減免、特殊入學管道、學雜費減免、就學貸款、學海惜珠

等，如表 1所示。 

 

表 1  

對大學經濟弱勢學生的助學項目 

入學扶助措施 內容 

大學招生報名費減免 低收入戶考生的學測、術科考試、指考、繁星、個人申請、考試分發等報

名費用全免，中低收入戶考生則減免30%。個人申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

試的低收入戶子女報名費，係由各大學協助弱勢學生支應。 

特殊申請入學 國立清華大學旭日組降低申請入學第一階段學測門檻；靜宜大學類繁星計

畫採高中在學成績前50%者可提出申請，不需書審及面試；國立中山大學

南星計畫是通過第一階段學測門檻後，優先錄取社經弱勢學生。 

特殊選才 教育部自2015年起開放12所大學試辦特殊選才，不看學測、指考或筆試成

績，透過書面資料、競賽表現等來錄取學生。 

就學扶助措施 內容 

學雜費減免 低收入戶學生減免全部學雜費；中低收入戶學生減免30%學雜費；特殊境

遇家庭子女減免60%學雜費。 

弱勢助學金 家庭年所得在70萬元以下者，補助級距分為5級，以一學年為單位，扣除全

學年學雜費用的5,000～35,000元。 

就學貸款 家庭年所得120萬元以下者，可貸學雜費、實習費、書籍費、住宿費、學生

團體保險費、低／中低收入戶學生生活費、海外研修費用。 

（續） 



 

4 鄭英耀、方德隆、莊勝義、陳利銘、劉敏如大學經濟弱勢入學及就學分析 

表 1  

對大學經濟弱勢學生的助學項目（續） 

就學扶助措施 內容 

生活助學金 由學校安排弱勢學生生活服務學習，每週以10小時為上限，給予每個月

6,000元生活助學金，補助名額由各校依經費自行規劃。 

住宿優惠 提供低收入戶學生校內宿舍免費住宿；另提供中低收入戶學生校內宿舍優

先住宿，各校得要求經濟弱勢學生參與生活服務學習。 

緊急紓困助學金 對於新貧、近貧或家庭發生急難之學生，由學校依學生困難實際狀況給予

補助。 

學海惜珠 獎助低／中低收入戶清寒學生赴海外修讀雙聯學位、短期研修、交換、專

業實習等，對學費、機票、生活費等提供部分補助，修讀期間為一學年、

一學期或一學季。 

註：整理自 103學年度大專校院助學措施，教育部，2014。臺北市：作者。 

就入學扶助措施而言，目前對經濟弱勢學生的扶助包括減免各項考試報名費用、低收入

戶學生採全額減免、中低收入戶學生減免 30%報名費。由大學端提供特殊入學管道，如申請

入學降低錄取標準（國立清華大學旭日組）、通過門檻後優先錄取（國立中山大學南星計畫）、

採計在校成績（靜宜大學類繁星）等。特殊選才則是不重筆試成績，改依書面資料及特殊表

現來決定是否錄取，如國立清華大學「拾穗計畫」接受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者、具單一學科

能力天賦、社會公益楷模等學生報考（國立清華大學，2014），國立中興大學「興群星計畫」

不以學科成績，而以具備乙級技術士證作為招收電機系學生的標準之一（國立中興大學，

2014）。這些特殊選才措施並非針對經濟弱勢學生而提出，但具備這些條件而學業成績不佳

的經濟弱勢學生卻可因此而受益。上述的入學扶助措施，一方面降低了學生在甄選及申請時

的經濟負擔，另一方面則是擴大多元入學管道，讓學業成績稍弱或具備特殊專長的經濟弱勢

學生，能有更多機會進入優良大學。 

依就學扶助措施而言，政府提供的學雜費扶助會視經濟弱勢學生的家庭狀況，給予全部

或部分學雜費減免，對於仍要繳交部分學雜費但又無力負擔的學生，則提供弱勢助學金來扣

除學雜費用或協助學生申請就學貸款，以減輕經濟弱勢學生繳交學雜費的壓力。其他的扶助

措施包括讓弱勢學生進行生活服務學習並給予生活助學金、依經濟狀況提供校內免費宿舍或

優先住宿、對欲赴海外研修的清寒學生提供學費、機票、生活費等學海惜珠補助。 

參、經濟弱勢學生入學與就學時的問題 

經濟弱勢學生在大學入學前，需面對的困境之一，就是學業成績不佳而難以進入較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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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學。國外研究顯示，家庭社經背景與大學入學考試成績有正向關聯，若大學入學政策僅

倚靠學業成績，確實會篩去較多的低社經學生（Sackett, Kuncel, Arneson, Cooper, & Waters, 2009; 

Sackett et al., 2012）。而且，學生的社經背景對是否就讀頂尖高中會有顯著影響，進而影響後

續進入頂尖大學的機率（Kariya, 2011）。由此可知，家庭社經背景愈佳的學生，不但上大學的

機會較高，且上優質大學的機會也較大，經濟弱勢家庭學生則較不利。 

經濟弱勢學生在大學入學時的第二個問題，在於優勢族群進入頂尖大學的機會顯著高於

弱勢族群。如 Anders（2012）指出，家庭收入在前 5%的學生，進入英國羅素聯盟大學（Russell 

Group，英國的頂尖大學聯盟）的比率，是後 5%家庭收入學生的兩倍。美國的資料庫研究顯

示，過去三、四十年來美國大學入學標準不斷提升，例如，學業準備、學術能力測驗（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SAT）分數、課外社團經驗等，這讓頂尖大學入學率的不公平狀況延續，處於社

經弱勢的黑人及拉丁裔學生在頂尖大學的入學率相對較低（Posselt, Jaquette, Bielby, & 

Bastedo, 2012）。顯示經濟弱勢學生在申請頂尖大學入學時位居劣勢。 

其次，經濟弱勢學生在大學入學時的自我排除，影響了其入學狀況。雖然各大學不會依

社經背景來限制學生入學，然而，高社經學生和低社經學生選擇申請大學的比例不同，低社

經學生會申請較少的大學及較不具競爭性的大學。低社經學生進入大學的障礙，可能在於其

申請大學時的決定因素，而不是被大學排除（Sackett et al., 2012）。另外，Smith、Pender與

Howell（2013）分析了不同社經大學生的學業不匹配（academic undermatch）狀況，探討學生

有較高的學業表現卻進入了較不具競爭性的大學，其研究發現低社經及家庭教育背景較低的

學生，有較高比例會就讀學業不匹配的學校，有 66.4%的低社經學生是因為沒有申請符合他們

學業表現的大學而造成學業不匹配的現象。這顯示高成就低社經學生可能在大學入學時會有

自我排除的現象，選擇進入較不具競爭性的大學而非頂尖大學。 

另一個經濟弱勢學生要面對的問題，是不懂申請程序且缺乏協助。研究指出，低社經學

生對大學入學申請程序較不熟悉，在面對簡章或網頁等生冷知識（cold knowledge）時，經濟

弱勢學生可能會無法理解或解碼這些大學語言，使得高成就低社經學生可能缺乏足夠的資訊

來理解大學申請流程，以進入符合他們學業程度的大學（Avery, 2010; Sackett et al., 2012; 

Smith, 2011）。Deming與 Dynarski（2009）對弱勢學生扶助方案的後設分析結果顯示，部分

的弱勢助學方案為了挑選出經濟弱勢學生，卻使得申請流程變為更加繁瑣，經濟弱勢學生較

沒有機會使用網路且受到出身家庭背景的影響，複雜的申請流程會對這些學生較不利。就此

而言，經濟弱勢學生在缺乏協助的狀況下要面對複雜的入學申請程序，可能因此選擇入學申

請程序較簡便但缺乏競爭性的大學。 

經濟弱勢學生無法選擇自己的出身，其家庭背景與家人對這些學生所能提供的升學協助

並不多。研究顯示，學生對未來高等教育及畢業後職業的想像，會受到父母、兄姐及當地環

境的強烈影響而被侷限，而且，低社經家長對教育的理解與參與度不足，沒有足夠的資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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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讓他們學習如何幫助自己的孩子，部分家庭亦不瞭解就讀大學的價值和益處（Scull & 

Cuthill, 2010; Wilks & Wilson, 2012）。因此，在缺乏家庭楷模與家人協助的狀況下，經濟弱勢

學生可能會受到出身家庭的侷限，妨礙了學生高中畢業後繼續就學的動機。 

其他會影響經濟弱勢學生升學的因素，包括經濟考量與害怕負債、跟家人與社區分開、

交通（距離）問題、當地是否有頂尖大學等（Mangan, Hughes, Davies, & Slack, 2010; Smith, 

2011; Wilks & Wilson, 2012）。上大學所要負擔的學雜費、生活費及住宿費，對經濟狀況不佳

的學生來說是沉重負擔，在害怕負債的考量下，可能選擇不讀大學，或花費大量心力在工讀

而非致力於學業。交通問題也是經濟弱勢學生的考量點之一，若大學離家過遠，返家時間及

車資亦是一大負擔，在不想離家過遠的考量下，可能會選擇就近的大學。以Mangan等（2010）

的研究顯示，若當地沒有頂尖大學，經濟弱勢學生可能不會就讀頂尖大學；若當地有，則學

生就讀的比率上升 18%。此研究結果凸顯出經濟弱勢學生有就近入學的傾向。 

針對經濟弱勢學生的問題和考量，與臺灣對經濟弱勢學生的入學與就學扶助政策相比

較，茲列述如表 2所示。 

表 2  

經濟弱勢學生的問題和考量與臺灣對經濟弱勢學生扶助策略對照 

經濟弱勢學生的問題與考量 臺灣入學與就學扶助政策 

學業成績不佳  特殊選才* 

 特殊申請入學（旭日組降低錄取標準）* 

較難進入頂尖大學  學海惜珠* 

選擇學業不匹配的大學 － 

不懂申請程序／缺乏協助  特殊申請入學（類繁星不需書面審查及口試）* 

受到出身家庭的侷限 － 

經濟考量  大學招生報名費減免 

 學雜費減免 

 弱勢助學金 

 就學貸款 

 生活助學金 

 住宿優惠 

 緊急紓困助學金 

交通（距離）問題 － 

註：針對部分對應的內容（表中標示*）進行分析，經濟弱勢學生的學業成績不佳，目前有特殊選

才及大學端的特殊申請入學可茲對應，惟特殊選才與特殊申請入學均屬試辦性質，且名額偏少。 

關於不懂申請程序與缺乏協助的問題，靜宜大學的類繁星不需書審及口試，確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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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目前仍屬特定學校作法，仍待推廣。目前教育部推行的學海惜珠計畫，讓經濟弱勢大學生

有機會出國，進入國外優質大學短期研修，有助於經濟弱勢學生增廣見聞及累積海外經歷，

乃是相當有創意的作法，惟此策略仍難以解決經濟弱勢學生難以進入頂尖大學的問題。 

針對經濟弱勢學生的經濟考量，政府提出相當多的扶助措施，對緩解經濟弱勢學生的就

學壓力，能提供相當助益，此實值得肯定。至於部分經濟弱勢學生的問題與考量，如選擇學

業不匹配的大學、受到出身家庭的侷限、交通（距離）問題、當地是否有頂尖大學等，目前

仍未有相關政策措施可資對應，實為未來政策可進一步思考與改善之處。 

肆、改善經濟弱勢學生入學與就學的策略 

一、學生學業成績不佳的因應策略 

針對經濟弱勢學生學業成績不佳的問題，國外採用了許多策略來因應，包括在高中端提

供密集的學習扶助，以及在入學時可考量申請者背景因素、降低錄取標準、採能力入學以招

募職業取向學生等。 

（一）高中端提供密集的學習扶助 

英國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 [HEFCE], 2007）

訂定高等教育推廣：針對弱勢學習者（Higher education outreach: Targeting disadvantaged 

learner），該計畫先設定弱勢學生比例高之學校與社區，接著由高等教育端與這些學校合作，

找出能由補助中獲益之對象，並舉辦密集的學習扶助，例如暑期課程（summer school）、導師

輔導（mentoring）、長期試探課程（extended tasters）等，以提升這些弱勢學生的學業成就與

升學志向。 

（二）考量入學申請者背景因素 

以愛丁堡大學為例，該校將學生學術表現置於其學習背景之下考量，包括：1.所就讀的中

學有較少學生選擇繼續高等教育或是學校平均成績低於全國標準；2.長時間居於寄養安置家庭

或機構；3.父母或監護人未就讀大學；4.曾參與被認可的預科課程，例如，Lothians 入學機會

均等方案（Lothians Equal Access Programme for School）或邁向專業徑路（Pathways to the 

Professions）；5.在正式教育中有被嚴重干擾（健康、家庭、身心障礙等因素）；6.來自蘇格蘭

多重弱勢指標或 ACORN 郵遞區號資料（Scottish Index of Multiple Deprivation or ACORN 

postcode data）等多重弱勢地區所認定之社會經濟弱勢學生。且除了培育教師、護士、醫師的

學系外，一般入學申請均無須面談（University of Edinburgh, 2014）。 

史丹佛大學的入學申請並無最低錄取標準，在評量學生成績表現時，會將學生的學習背

景因素列入考量，並評估學生如何在有限的資源或特殊環境之下利用所及資源達到學習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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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且額外注重低收入家庭的獨特教育環境和特殊生活境遇（Stanford University, 2014b）。就

此而言，國外頂尖名校在申請入學時仍以成績優良為基本條件，但會將學生的弱勢背景列入

考量，評估學生如何在有限資源中達到卓越，且並無設定最低錄取標準或級分。 

（三）降低錄取標準 

以澳洲墨爾本大學為例，若學生出身於經濟弱勢家庭，即可申請 Access Melbourne保障入

學資格。一般學生若要進入該校所需的澳洲高等教育入學分數，科學學院約為 85分、商學院

約為 93分、生物醫學院約為 96分；而經濟弱勢學生入學分數達到 78分以上，可保障進入文

學院、環境學院或科學學院，88分或以上可保障進入商學院，超過 95分可保障進入生物醫學

院（University of Melbourne, 2014）。可見墨爾本大學會考量經濟弱勢學生的背景，採用降低錄

取標準來協助經濟弱勢學生進入大學就讀。 

（四）採能力入學以招募職業取向學生 

為了改善過度重視學生課業成就對經濟弱勢學生造成的不利影響，部分澳洲大學開始使

用「能力入學」（capabilities-based approach）的方式，邀請學生提出他們有能力在大學中成功

的證據。能力入學方式適合申請職業相關科系的學生，重視與此科系相關的過去學習經驗，

包含學校課程的作品、社區工作經驗（工讀經驗或義工經驗）、校外活動、職訓課程、或其他

正式或非正式學習經歷，都能用來當作成就的證據（Tranter, 2011）。換言之，這些大學科系要

評估的是學生在此科系成功所需的技能與潛能，而不侷限於他們在高中所選的課程及其學業

成績。對經濟弱勢學生來說，他們雖然學業成績不佳，但他們可能有較多的學校實作作品、

社區工作經驗、職訓課程經驗等，因此能力入學方式對協助經濟弱勢學生入學能帶來助益。 

二、學生較難進入頂尖大學的因應策略 

以臺灣目前的大學入學方式來說，著重的是高中在校成績、學測或指考成績，此種著重

筆試的入學方式，對於成績居劣勢的經濟弱勢學生來說實為不利。未來頂尖大學或國立大學

宜正視經濟弱勢學生的學業成績偏弱的現況，並考量學生背景因素，讓經濟弱勢學生能有更

多機會可進入國立大學或頂尖大學。以英國劍橋大學來說，該校 1年會辦理 12種擴大參與方

案（widening participation programmes）相關活動，如學院地區連結方案主要是讓 31個學院與

全國各區域建立有效且完善的夥伴關係；高教加成計畫（Higher Education Plus）讓大學與各

地區的學校建立夥伴關係，提供 1 年課業延伸課程、科目進修課程、大學資訊與諮詢活動，

以及帶領參訪大學裡的眾多學院及系所（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13）。 

或許有人會質疑，擴大參與後讓成績略差的經濟弱勢學生進入優質大學，這些學生可能

會跟不上課業。然而，Douglass 與 Thomson（2012）指出，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大學四年

級學生的成績來看，富裕學生與經濟弱勢學生的成績表現並沒有差異。再以英國實施的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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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方案而言，雖然不同社經背景的學生在入學成績上有差異，但在進入大學後的學業表現

上卻沒有太大差異（Hoare & Johnston, 2011）。就此而言，經濟弱勢學生需要的是頂尖大學或

國立大學能提供擴大參與的機會，他們在學的表現並不會輸給一般學生。 

再以澳洲教育局（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2014）

的高等教育參與及合作計畫（The Higher Education Participation and Partnerships Program, 

HEPPP）為例，由政府提供經費給大學，舉辦及推行可改善低社經背景學生就學、留校率

（retention）及完成學業率的活動與策略。在該計畫中，經費是以低社經學生入學人數為算式

基準，分配至各個大學。申言之，政府可考量補助各大學辦理擴大參與方案活動的費用，以

鼓勵頂尖大學與優質大學擴大招收經濟弱勢學生。 

三、選擇學業不匹配大學的因應策略 

要改善經濟弱勢學生選擇學業不匹配大學的現象，可由增加接觸優質大學的機會來著

手。以劍橋大學為例，每年花了大約 900 萬英鎊來吸引 145,000 名學生及 14,500 名教師參與

超過 3,000次該校舉辦的相關活動，主要便是希望能讓更多文化或經濟不利的學生有更多機會

進入高等教育。讓文化或經濟不利學生參與該校所舉辦的活動，有助於破除只有來自經濟條

件優渥或高社會地位家庭的學生才可以進入一流大學的迷思，並讓參與者瞭解有哪些獎學金

或扶助金可申請以幫助他們就讀大學或進修（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13）。 

其次，也可參考雙重入學（dual enrollment）機制的作法，學生可同時註冊兩種不同學程

或機構，讓高中生到大學與大學生一起上課，感受不同的學校環境，以此激發學生就讀合適

大學的動機。An（2013）指出雙重入學對學生取得大學學位有助益，參與雙重入學的學生獲

得大學學位的比率比一般學生高 7%。申言之，若能讓高學業成就的經濟弱勢高中生，透過雙

重入學機制到頂尖或優質大學修課，可能有助於改善學業不匹配的問題。 

另外，對高學業成就的經濟弱勢高中生提供額外的升學輔導，亦能帶來助益。Avery

（2010）以 110 名低社經學生進行研究，對其中 45 名學生提供 10 小時免費的個人申請大學

輔導，結果發現，此輔導對高成就低社經學生是有效用的，在輔導後他們較能選擇符合他們

程度的大學進行申請，且接受輔導的學生進入頂尖大學的比例比未受輔導的學生多 7.9%。 

四、不懂申請程序的因應策略 

要改善經濟弱勢學生面對冷僻的申請程序問題，首先可自改善申請流程著手。Deming與

Dynarski（2009）的研究顯示，簡化申請流程是能有效增加大學入學率的方式。其次，可善用

口碑與親身體驗的知識（hot knowledge），經濟弱勢學生可找教師或讀過大學的親友來解釋入

學申請資訊，或者在大學推廣活動中，讓相似背景的經濟弱勢大學生與高中生有非正式對話

的機會，讓經濟弱勢高中生獲得關於高等教育的親身體驗知識（Smith, 2011）。 

另外，政府或可考量建構經濟弱勢學生入學扶助單一網頁窗口。雖然國內部分大學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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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弱勢學生提供了各項招生及助學作法，然而，一般經濟弱勢高中生不見得有能力與時間來

逐一查詢、釐清與比較。建議政府可依大學招生資訊網及大學多元入學升學網為基礎，新增

經濟弱勢學生的入學扶助單一網頁窗口，彙總各大學對經濟弱勢學生的入學優惠與就學扶助

策略、獎助學金制度、弱勢工讀資訊等，方便經濟弱勢學生查詢。 

五、受到家庭侷限的因應策略 

經濟弱勢家庭的家長對於子女升學所能提供的資訊有限，可由增進這些家長對高等教育

的理解與參與度來著手。Scull 與 Cuthill（2010）建議，幫助青少年及他們的家庭瞭解高等教

育及其資源是相當重要的，可以提供高等教育的資訊給父母、年輕人、社區領袖及學校等。

其次，Engberg 與 Allen（2011）的研究發現，和未進入大學者相較，二年制及四年制大學的

低社經學生有較高的文化資本（家長參與、家長鼓勵、升學期望）、社會資本（家長參與學

校活動、有升學規劃的同儕網絡）及人力資本（教育存款、學業成就、對教育的重視）等。

申言之，提升經濟弱勢學生家庭的社會資本、人力資本、文化資本等，實為大學入學與就學

扶助政策可著重之處。 

六、經濟考量的因應策略 

經濟因素可能是阻礙經濟弱勢學生升學的主要因素之一，臺灣亦提供了許多經濟扶助措

施來降低學生的負擔。國外的一些經濟扶助措施亦可作為借鏡。以就學貸款而言，歐美地區

部分國家採用的作法是學生畢業後年收入達政府訂定的標準後才開始還貸款，如英國償還貸

款的上限是每個月收入的 9%（Student Awards Agency for Scotland, 2014），美國聯邦政府的

Pay-As-You-Earn loan亦採類似作法（White House, 2014）。若中途失業或收入減少，還可中

斷償還貸款。另外，美國政府的「聯邦工作學習計畫」（Federal Work-Study, FWS）亦可供參

酌，讓符合資格的學生協助執行校內工作，由政府支付 75%的學生薪資，而由大學支付其

餘的 25%薪資（Stanford University, 2014c）。 

七、交通與住宿問題的因應策略 

大學離家過遠衍生的交通及住宿問題，臺灣目前有免費或優先校內住宿的扶助策略。然

而，多數經濟弱勢學生晚上仍要工讀以賺取生活費，宿舍晚上有門禁可能會讓經濟弱勢學生

放棄校內住宿，在外住宿以方便工讀。依國外的作法，或可選擇補貼學生租屋費用。以芬蘭

為例，學生住房補助可以供學生租屋或是長期租借房屋所有權（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2014）。再就經濟弱勢學生有就近入學的傾向而言，國立中山大學的南星計畫即提供

了良好的作法，將就讀高中所在地（嘉南高屏澎金馬等）列入招生評比，吸引區域內的弱勢

學生就近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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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結 

針對經濟弱勢學生的考量問題與可行的因應策略建議，列述如表 3所示。 

 

表 3  

經濟弱勢學生的問題與可行的因應策略對照 

經濟弱勢學生的問題與考量 可行的因應策略建議 

學業成績不佳 

 高中端提供密集的學習扶助 

 考量入學申請者背景因素 

 降低錄取標準 

 採能力入學以招募職業取向學生 

較難進入頂尖大學  政府補助推動擴大參與方案 

選擇學業不匹配的大學 

 增加接觸優質大學的機會 

 雙重入學機制 

 額外的升學輔導 

不懂申請程序／缺乏協助 

 簡化入學申請流程 

 善用口碑與親身體驗的知識 

 建構經濟弱勢學生入學扶助單一網頁窗口 

受到出身家庭的侷限 
 增進經濟弱勢家庭對高等教育的理解與參與度 

 厚植經濟弱勢家庭的社會／人力／文化資本 

經濟考量 
 依收入來制定每月償還貸款上限 

 政府補助工作學習計畫 

交通（距離）問題 
 政府補助學生租屋費用 

 鼓勵推動區域就近入學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目的在以文獻分析法，對臺灣經濟弱勢學生大學入學及就學扶助政策進行分

析，並依國內、外相關經驗來提出改進建議。依分析結果顯示，臺灣對經濟弱勢學生的入學

與就學提供了相當多的扶助措施，如特殊選才、特殊申請入學、學海惜珠、大學招生報名費

減免、學雜費減免、弱勢助學金、就學貸款、生活助學金、住宿優惠、緊急紓困助學金等。

然而，這些扶助措施與經濟弱勢學生的問題與考量仍有部分落差，如學生選擇學業不匹配的

大學、不懂申請程序／缺乏協助、受到出身家庭的侷限、交通（距離）問題等，仍未有相關

政策措施可資對應。以此結果來回應研究問題一：臺灣對大學經濟弱勢學生的助學政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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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能符應經濟弱勢學生的需求？ 

國外政府及頂尖大學為了增加學生的多元性，採取了相當多的措施來招收低社經學生。

依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有不少的可行策略可用來回應經濟弱勢學生的問題與考量，以此來

回應研究問題二：國際上對大學經濟弱勢學生的入學及就學扶助措施，能為教育部政策帶來

哪些修正啟示？以下再針對政策端及大學端可採用的策略進行摘述與建議： 

一、對政策的改善建議 

（一）針對學業成績不佳的問題，政府宜由高中端進行改善，提供補助來對成績不佳的

經濟弱勢高中生進行密集的學習扶助。 

（二）針對較難進入頂尖大學的問題，政府可補助頂尖大學或優質大學推動擴大參與方

案，增加經濟弱勢學生錄取頂尖或優質大學的機會。 

（三）針對學生選擇學業不匹配的大學，政府可參照國外作法，開放雙重入學機制，讓

高成就的弱勢高中生可提早至大學修課，並可補助高中端，為經濟弱勢學生提供額外（10 小

時）的升學諮詢及輔導。另外，頂尖大學應調整招生方式，例如大學主動到偏鄉地區直接面

試高成就低社經學生，提供入學許可。這些措施有助改善高成就低社經學生因缺乏自信心而

不敢申請頂尖大學之問題。 

（四）針對不懂申請程序與缺乏協助的問題，政府可試圖建構經濟弱勢學生入學扶助單

一網頁窗口，並簡化入學申請流程，以降低經濟弱勢學生的入學困擾。 

（五）針對學生受到出身家庭侷限的問題，政府宜思考如何厚植經濟弱勢家庭的社會／

人力／文化資本，並增進經濟弱勢家庭對高等教育的理解與參與度。 

（六）針對學生的經濟考量，可參照美國作法，由政府補助工作學習計畫的經費，並可

制定就學貸款每月還款上限（每月收入 10%），降低弱勢學生的經濟壓力。 

（七）針對交通（距離）問題，政府除了由大學端提供住宿優惠外，可嘗試補助經濟弱

勢學生校外租屋費用。 

二、對大學的改善建議 

（一）針對學業成績不佳的問題，國內大學在入學時可考量降低錄取標準或考量申請者

背景因素，衡量學生如何在不利條件中取得現有學業成就。部分科系亦可改採能力而非學業

成績來作為申請入學的依據，以招收職業取向學生。 

（二）針對學生選擇學業不匹配的大學，國內大學可辦理各式活動，增加高成就經濟弱

勢學生接觸頂尖或優質大學的機會。 

（三）針對不懂申請程序或缺乏協助的問題，國內大學可試圖簡化入學申請流程，並安

排類似背景的經濟弱勢大學生與高中生有對話的機會。 

（四）針對交通（距離）問題，國內大學可考量推動區域就近入學，強化招收大學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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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或臨近縣市的經濟弱勢學生，如國立中山大學南星計畫將南部嘉南、高屏等縣市區域列

入招生評比項目，即是一例。另外，頂尖大學應逐年增加招收經濟弱勢學生比例，並形成制

度化，例如提升校內弱勢學生比例到 5%，以擴大照顧區域內的弱勢學生。 

（五）大學的課程及教學端，宜落實學習成果、教學活動與學習評估間的緊密連結（梁

佩雲，2013），讓一般學生及經濟弱勢學生皆能獲得高品質的高等教育。 

三、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國外研究顯示，經濟弱勢學生大學入學有學業不匹配的現象，然此現象是否為跨

文化之共同議題，值得深入探討。建議未來可針對華人區域或臺灣各類大學中，經濟弱勢學

生的學業不匹配現象進行研究，以對此現象能有更多理解。 

（二）針對各類扶助措施進行需求及成效評估，如提供額外的升學諮詢及輔導、簡化入

學申請流程、安排類似背景的經濟弱勢大學生進行對話等措施，深入理解學生真正的需求，

提供大學端及政策端的未來決策參考。 

經濟弱勢學生無法選擇自己的出身，透過適切的經濟弱勢學生大學入學與就學扶助策

略，可讓更多經濟弱勢學生有機會透過教育來改善自身處境，不但可促進社會流動，推動社

會正義，並可落實校園多元化的理念，讓學生學習尊重差異與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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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mily or economic factors may hinder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students from pursuing 

higher education, which may limit their social mobility.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admission policy 

and practices of and campus aid for low-SES students in Taiwan an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accordingly provided suggestions for Taiwan education policies. The research method was a 

literature review focusing on university campus aid for low-SES students in Taiwan, on these 

students’ considerations and difficulties in pursuing higher education, and on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ir admission and retention rates. Th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although the Taiw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enacted numerous assistance strategies for the admission and retention of low-SES 

students, gaps still exist between these measures and the actual problems and considerations of 

students. For instance, low-SES students may choose schools that academically undermatch their 

performance, have little understanding of the admission process, or lack assistance in preparing 

admission applications. Thus, some policies may require revision to address the needs of such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strategies of developed country governments and top universities and 

evidences from empirical studies, this paper proposes numerous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low-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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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university admission and retention rates, including promoting widening participation 

programs, simplifying the admission application process, and constructing a single platform website 

integrating all information on application and assistance relevant to low-SES students. With these 

suggestions, the authors hope to reinforce the concept of campus diversity and assist low-SES 

students improve their current situation. 

Keywords: access to university, policy analysis, student aid, low-SES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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