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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私立高校面临倒闭危机
!史秋衡 闫飞龙
摘

要： 私立高校对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为日本社会培养了大批各级各类专门性人

才， 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但近年来， 少子化趋势高校竞争加剧以及大学管理理念与决策失误等高校内外环境的
改变， 使部分私立大学面临倒闭危机， 为了使自身得以生存和发展， 私立高校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关键词： 私立高校； 倒闭； 改革； 举措

立 短 期 大 学 增 加 了 ３２６７ 人 ， 私 立 短 期 大 学 增 加 了

一、日本私立高等学校的发展

１４０１９人。
表１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于二战后开始启动， 到上

１９５５－ ２００５ 年度日本高校发展一览表

世纪七十年代末基本实现。在此期间， 国立大学的数
量几乎没有增加。日本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在数量上
主要是依靠私立高等学校数量的增加来实现的。当
时日本政府并没有实施积极发展高等学校的政策，
文部省推行了“政策不在的政策”
（ 即无政府状态的
政策） ， 在这种“政策”下政府几乎没有从财政上给大
学以支援。但同时文部省开始对大学发展采取了较
为宽松的对策， 对大学设置基准大幅度放宽， 即在高
等学校、专业申报、招生名额、建校面积、教师资格等
方面实施了弹性化政策。这一政策使私立高等学校
资料来源： 文部科学统计要览 ［Ｚ］．２００６．

迅速发展起来。

表２

从表１可以看到， 日本大学从１９５５年的 ２２８ 所发

１９５５－ ２００５ 年度日本高校学生数量情况一览表

展到２００５年的７２６ 所， 增加了４９８所， 其中国立大学增
加了１５所， 公立大学增加了５２所， 私立大学增加了

４３１所。短期大学从１９５５年２６４所发展到２００５年的４８８
所， 增加了 ２２４ 所， 其中国立短期大学减少了 ７ 所， 公
立短期大学减少了１所， 私立短期大学增加了２３２ 所。
从表２可以看到， 日本大学的学生数从１９５５年的

５２３３５５人发展到２００５年的２８６５０５１人， 约是 １９５５ 年的
５．５倍， 其中国立大学增加了４４１７９５人， 公立大学增加
了９９９７４人， 私立大学增加了１７９９９２７人。短期大学从

１９５５年的７７８８５人发展到２００５年的２１９３５５ 人， 是 １９５５
年的约 ２．８ 倍， 其中国立短期大学减少了 １９９４ 人， 公
史秋衡／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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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私立大学“倒闭时代”的到来

的两所大学和４７ 所短期大学。总体上看， 招生不足的
大学比例１０年间增加了６ 倍。１９９４ 年招生未满的私立

日本私立高校的发展在 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出现了转

短期大学有 １８ 所， 占 ３．７％ ， ２００３ 年招生未满的学校

折。表１的数字显示， 短期大学的数量在 １９９５ 年达到

有 １８９ 所， 占全部 ４１５ 所的 ４５．５％ ， 招生不足的大学比

了顶峰， 之后逐年减少。同时， 私立大学赤字法人也

例１０ 年间增加了１２ 倍。短期大学的总数在 １９９３ 年是

不断增加， 日本私立大学进入了学者称之为“倒闭时

４９４所， 达到了顶点， 在那之后逐年减少， 到２００３年减

代”的发展拐点。据日本《第七次全国私立大学白书》

少了１６％ ， 其中有一部分短期大学改组升格为大学。

统计， 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０年 ４年间日本有 ２３ 所短期大学停

１８岁人口的减少给私立大学的入学人数带来了

办， ２１所短期大学停止招生。到２００３年日本又有１所私

非常大的影响。作为对策， 各高校极力招收社会人员

立大学、
１５所短期大学被停止招生， １１３所学校计划向

和留学生， 以填补招生不足， 但目前还难以扭转私立

４年制大学改组转制。文部省２０００年调查的结果显示，

高校的困境。

有５９．５％的短期大学招生不足， 即使是４年制的本科大
学， 也有２９．５％的专业招生不足。［１］２００３年４年制本科大
学也出现了“废校”现象， 据 ２００４ 年１０月２０ 日《日经报
纸》报道， 文部省于２００４年１０月 １９日根据私立学校法
向北九州学院学校法人下达解散命令。同年７月， 山形
县酒田市的酒田短期大学也被勒令解散。
日 本 私 立 学 校 振 兴·共 济 事 业 团 的 调 查 显 示 ，

２００２ 年 度 大 学 赤 字 法 人 占 法 人 总 数 的 比 例 由 ８．９％
上 升 到 ２６．７％ ， 三 年 间 增 长 了 ３ 倍 ， 占 全 体 的 四 分 之
一强。短期大学的情况就更加严重了， 赤字法人由７２
（ ３２．９％） 增长到 ８０（ ４４．９％） ， 已接近整体的一半。 ２０

私立大学和短期大学升学率 ［２］

世纪９０年代后期起， 大学和短期大学开始出现招生

２．高校间竞争加剧

困难现象， 在经营上由不善到恶化， 其中包括很多私

日本政府从 ６０ 年代起到８０ 年代中期放弃了限制

立的短期大学。可以预见， 今后短期大学的发展道路

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政策。１９９２ 年日本进入 １８ 岁人

将更加艰辛。

口高峰期， 为了不使升学率降低， 政府决定扩大招生

三、造成日本私立大学倒闭的主要因素

规模， 学生招生数量增加了一倍。但之后日本人口数
量出现降低，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大学审议会在 １９９１

１．少子化趋势造成入学人口减少

年的 《１９９３ 年度以后的高等教育计划的整备》、
１９９７

日本人口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口老龄

年的《２０００ 年度以后的高等教育的构想》和 １９８８ 年的

化， 新生人口的减少使大学、短期大学的升学率虽然

《关于２１ 世纪的大学像、今后以及今后的改革方案》

不断上升， 但学生总数却不断减少。据预计， ２０００ 年

中都提出了控制新增设大学的原则。可是文部省从

到２００９ 年的１０年间， １８岁以下人口将减少３０万。２０００

政策放宽的立场出发， 对待消极这种调整。在这一政

到２００４年的５年间， 大学的入学人口减少了 １３００ 人，

策下， 大量短期大学改组转换升格为 ４ 年制的大学。

短期大学的入学人口则减少了 ３５０００ 人。

私立高等学校规模的迅速扩大及适龄人口的减少，

日本私立学校振兴共济事业团发行的速报分析

出现了供需不平衡现象， 造成了大学之间争夺生源

显示， 虽然大学作了很大努力进行改革， 但招生不足

的局面。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一部分私立大学开始

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如图所示， １９９４ 年招

出现财政赤字， 面临经营危机。

生 未 满 的 私 立 大 学 有 １９ 所 ， 占 全 体 ４０１ 所 的 ４．７％ ，

中央政府的“定员管理”和“补助金分配的资金

２００３ 年 招 生 未 满 的 学 校 有 １４７ 所 ， 占 全 体 ５２１ 所 的

管理”制度， 也给大学经营带来了很大影响。１９８０ 年

２８．２％。此外， 还有不计算在总数之内的被停止招生

度日本经常性的经费占国库补助金的 ２９．５％ ， 到 ９０

－ ７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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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降低到 １２％ 左右。许多私立大学和短期大学主

上， 引入二学期制， 实施补习授课教育， 建立大学联

要资金来源是学费， 而且国家极力抑制学费上涨， 学

合、学分互换体系， 开设短期的企业业务体验课程。

校只好最大限度地减小支出， 降低教师的待遇。这样

２０００ 年教育职员免许（ 教师资格） 法修正后， 大学开

无论是万人以上的大规模大学还是千人以下的小规

始增设教职课程、资格课程等资格考试课程。第三，

模学校， 都出现了收支不良问题。同时， 也有一些高

在评价上， 实施自我评价制度， 现已实施自我点检评

校由于基础好、善于创新等原因盈利。亏损高校与盈

价的大学有 ９１．３％ ， 短期大学有 ９１．２％ 。今后自我评

利高校间的差距不断加大。在这一背景下， 政府没有

价的内容将与大学改革相衔接。在国际化方面， 接受

提供更多资助， 而是进一步强调竞争， 要求高校对自

外国留学生的大学， 京阪神地区达到 ８８．５％。同时， 各

己的运营情况负责， 并提高管理经营能力。

学校积极制订奖学金制度， 设置语言研修中心； 扩充

３．大学经营理念和决策的失败

研究生院， 有６４％以上的大学表示将在５年以内开设

在实际办学过程中， 许多办学者忘掉了办学目

法科研究生院、
商务研究生院。另外， 各校还通过增加

标与社会责任， 在私欲的驱使下盲目地追求利益， 急

向社区开放讲座等方式扩大学校服务范围。

功近利， 导致大学走入困境。大学经营决策的失败也

２．联合应对外部压力

使有的大学走入困境， 如不必要的设备投资、没有论

在这样复杂、严峻的环境里， 想使自身生存和发

证好的中长期计划等给大学带来了财政危机。大学经

展下去， 日本私立大学不得不从竞争走向联合。目

营危机的产生不仅源于经营者， 也与学校教职工的素

前， 已经形成了京都的大学（ 经济） 联合网， 东京多摩

质有着密切联系， 如果教职员工对学校的经营缺少责

地区的公、私立大学也开始走向联合， 还形成了四

任感和危机感， 会导致大学社会声誉降低， 招生困难。

国、九州等地域性私立大学联合体。这种以私立大

４．上市公司创立的私立大学的出现

学为轴的大学联合网络的形成， 是日本私立大学的

近年来， 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是通过

发展趋势。

吸引营利企业参与， 使高等教育向多样化发展。从

３．实施内部改革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２００４年开始允许上市公司经营学校， 其对象限于对

在日本， 短期大学是培养职业性、实务性能力人

社会人 （ 进行研究生院教育） 以及不愿意上学的孩

才的机构， 在课程方面具有一般教育和专门教育两

子。２００２ 年的《构造改革特区推进计划》中放宽了构

种属性。从 １９６４ 年到１９７０年之间短期大学主要作为

造改革特区内大学设置的标准。２００４年召开了第３３

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得到了飞速发展。近年来， 由于高

次中央教育审议会大学分科会， 在《关于构造改革特

等教育环境发生了改变， 短期大学的数量不断减少。

别区域法学校教育法》中规定“在特区中地方公共团

在这种情况下， 短期大学为生存做了多方面努力。如

体在教育或研究上有特别创新的情况下， 允许上市

梅花短期大学设置了许多资格课程， 为地域社会输

公司举办学校。”
２００４年度， 有两家上市公司创办了

送技术人才， 并且将本校的生涯学习中心和邻近的

大学。根据日本宪法第８９条规定， 上市公司创立的大

大阪市、丰中市等 ５ 个市联合起来， 实施“出前讲义”

学不属于公共事业支配下的教育， 因此不能享受资助

课程， 并将“出前讲义”课程引入高中阶段。大阪成蹊

金和免税待遇。这类由上市公司运营的私立大学资

短期大学， 一直受大阪市的支持， 和市内的另一所短

金雄厚、经营灵活、对市场信息反映灵敏， 对现存的

期 大 学 共 同 举 办“ 幼 儿 教 育 大 学 ”， 以 ３－ ５ 岁 孩 子 的

私立高校造成很大威胁。

母亲作为教育对象， 已经合作办学１０ 年之久。大阪女

四、私立高校的应对举措

１．开展有个性魅力的改革

子学院短期大学， 实施国际通用英语教育， ２００３ 年被
“有特色的大学教育支援计划”采纳， ２００４ 年升格为４
年制本科大学。

在竞争的环境下， 私立大学、短期大学为了确保

像这样的短期大学还有许多， 它们多重视开放

生存和发展， 积极进行招生、课程教学和管理运营等

学校设施， 与本地社会相联合， 争取当地政府的支

多方面改革。首先， 在招生上， 实施指定学校推荐、公

持， 努力服务于社区， 为本地的文化、经济发展作贡

开推荐和附属高中特别考试等方式。第二， 在课程

献。日本的短期大学还有其自身的特点， 就是女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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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所以， 有学者指出要从女性的视角出发， 去寻找

健康发展的配套政策和法规， 明确产权问题， 保障投

短期大学的发展道路。松井真知子在她的《短期大学

资环境。

—性别与教育》一书中指出“短期大学
的发展方向——

２． 改革课程， 拓宽生源渠道。我国 １８－ ２２ 岁的大

除了为社会培养有自信具有较高职业意识的女性之

学适龄青年在 ２００８ 年达到顶峰之后将逐年渐少， 据

外别无生存之路。”其次， 向免费型短期大学的方向

推算 ２０２０ 年的大学适龄青年仅为 ２００８ 年的 ５８％ 。中

努力， 培养保育、看护、社会福祉、医疗技术、自动车

国社会也将面临同日本一样的“少子化”问题， 为此，

工学、电脑操作等方面的地方性技术人才。第三， 承

民办高校应尽早改革教育课程， 开拓留学生、家庭妇

担起教养教育责任， 把越来越多的高龄者作为教育

女、高龄者等非传统生源渠道。

［３］

对象， 扩大社会学生的比例。第四， 积极接受女性或

３． 扎根地域社 会， 直接为当 地文化、科 技 、经 济

未成年人、社会人、留学生等非传统性的学生。最后，

发展服务， 为本地培养人才， 取得当地政府和民众的

短期大学要和社会需求服务密切联系， 为终身学习

支持。要把学校的发展与地域的发展融合在一起， 更

和各种资格学习提供服务。

好地发挥民办高校的社会职能。

４． 建立高校间的合作网络。民办高校间的联合

五、对我国民办高校发展的启示

是一条共同生存发展的新路。校校联合有利于资源

近年来， 我国民办高校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民办

共享， 能够增强教学和科研实力， 使单靠一校不能做

高校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各方面挑战， 一些学校还

的事得以实现； 学校不但能够抵御日益激烈的外部

面临退出问题。据民办教育网和全国民办高教委

竞争压力， 还有利于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培养出更高

２００１ 年发布的一项民办学校发展跟踪调查显示， 调

质量的人才。

查启动时的１１３４家民办教育机构， 到调查截止时已

５．打造品牌， 创办特色学校。特色是民办学校的

有超过半数的学校停办或无法查询， ２００３ 年民办高

生命线， 民办学校要发挥自身的优势， 形成独特的培

校比２００２ 年减少了１００多所。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是

养目标、
培养模式、
培养规格等。特色对于我国民办高

多方面的， 从外部看， 主要有政策、资金和生源等因

校的生存和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办学者要保持清醒的

素； 从内部看， 主要有管理运营、培养规格和质量等

头脑， 不要盲目地攀比、升格， 要从自身出发， 面向本

因素。为了切实推进民办教育的发展， 有关部门和民

地、
办出特色、
增加品牌意识， 使之立于不败之地。

办高校需要采取有效手段调整和改变当前民办教育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教育学科） 国家重点

发展的内外机制。日本私立大学面临的问题及所采

课题“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质量保障与评价体系研

取的措施， 可以为我国民办高校改革提供启示。

究”
（ ＡＩＡ０６０００９－ ２） 及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１． 我国民办高校经费主要来源于投资和学费，

计划”
（ ＮＣＥＴ－ ０５－ ０５７１） 的研究成果之一。

多为投资办学 ， 因此政府要尽早制订适合民办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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