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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紀念 2016 年適逢比較教育之父Marc-Antoine Jullien 提

出比較教育一詞 200 週年，經 2016 年 4 月 23 日《比較教育》

期刊編輯委員會討論，決議採專書形式出版《比較教育 200 週

年紀念專書》一書，由期刊總編輯楊洲松教授擔任主編，規劃專書出版事宜，本書

本年度九月已由學富文化事業出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於 11 月 10-11 日主辦 2017 年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聯合年

會，本年度主題為「教育新航向：校長領導與學校創新」，本學會預計於 11 月 11

日下午一點半到四點半在師大教育學院三樓第一會議室，進行《比較教育 200 週年

紀念專書》專書發表，以及「各國因應少子化相關教育改革政策與啟示」兩場次的

專題論壇，歡迎各位會員踴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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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學會動態 
陳怡如/秘書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副教授 

 

亞洲比較教育學會年會 

(11th Biennial Comparative Education Society of Asia, CESA 2018) 

研討會主題： Education and Social Progress: Insights from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研討會地點： Siem Reap, Cambodia 

研討會日期： 10 – 12 May 2018 

研討會摘要繳交日期： 2017 年 10 月 15 日截止 

研討會網站： cdri.org.kh/cesa/callforpaper 

 

保加利亞比較教育學會年會 
XVI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Bulgarian Comparative Educa-
tion Society (BCES) 

研討會主題： Education in Modern Society. 

研討會地點： Golden Sands, Varna, Bulgaria 

研討會日期： 11 – 15 June 2018 

研討會摘要繳交日期： 2018 年 2 月 28 日截止 

研討會網站： www.bces-conference.org/ 

cdri.org.kh/cesa/callforpaper
http://www.bces-conferen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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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教育改革及現況 

高等教育能否促進社會流動？ 

劉秀曦/副秘書長、國家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員 

為保障經濟弱勢學生的受教權並促進社會階層流動，教育部針對弱勢學生的協

助策略業已從經濟扶助措施面擴大至入學機會的保障。但仍有學者質疑，對期待能夠

透過接受高等教育翻身的經濟弱勢學生而言，政府所提供的協助方案只是杯水車薪，

弱勢學生愈來愈難以期待透過教育改善社會階級與生活品質。其實前述質疑聲浪不

僅是台灣所獨有，即使懷抱著「只要努力就能成功」信仰的美國，近來也同樣出現高

等教育社會流動功能弱化的警訊。 

美國民眾向來相信大學學位是擁有美好生活的門票，但事實究竟如何？由以下

兩個研究成果可窺知梗概。首先是美國民間重要智庫機構 Pew 慈善信託基金會之研

究報告，報告書指出取得大學學位與否對低社經家庭子女能否改變家庭經濟狀況有

重大影響。來自最低收入組的學生若能取得四年制大學學位，未來僅有 10%的人會繼

續停留在最低收入組；但若未能取得四年制大學學位者，則將有高達 47%的人將繼

續停留在最低收入組。但值得注意的是，完成大學學位者可享受的報酬雖然吸引人，

卻只有極少數的低收入家庭子女可以順利完成學位。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CES）

的長期追蹤調查結果即顯示，來自最高社經家庭背景子女取得大學學位的比率為最

低家庭子女的 4.2 倍。換言之，高等教育雖仍有助於促進社會階層流動，但前提是弱

勢學生必須能突破家庭社經背景限制，有機會進入大學並順利取得學位。就如同美國

企業研究機構高等教育改革中心（Center on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American En-

terprise Institute）主任 Andrew P. Kelly 所言，假使高等教育被視為是帶動社會階層流

動的引擎，則此引擎已到了必須加速發動的時刻。 

Kelly 認為，美國聯邦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限制

了大學能有效影響社會流動的效果。雖然許多人譴

責 K-12 制度，認為因 K-12 制度未能協助高中畢業

生做好面對大學嚴格課程的充分準備，以致於弱勢

學生即使能進入大學就讀，畢業率也相對低落。但其

實部分問題根源於聯邦政府補助方案，美國聯邦政

府提供非常多樣化的補助計畫與貸款方案，這些方

案鼓勵高中畢業生可至任何一所經認證的大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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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無論學生是否對大學課程已做好準備，也不管申請的大學是否具有良好品質。在

此情況下，政府的補助政策替大學的入學率提供保障，但卻無法激勵校方採取低學費

政策或確保學生能順利取得學位。換言之，政府當局每年耗費鉅額經費在學生補助

上，但卻無力管制大學學費上漲，或避免這些補助金流向品質低落的大學，最後導致

大學入學率增加，但學生畢業率卻未見起色的結果。 

 

資料來源： Kelly, A. P. (2014). Does college really improve social mobilit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social-mobility-memos/2014/02/11/does-college-
really-improve-social-mobility/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social-mobility-memos/2014/02/11/does-college-really-improve-social-mobility/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social-mobility-memos/2014/02/11/does-college-really-improve-social-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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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教育改革及現況 

美國夏威夷東西研究中心持續關注亞洲少子女化議題： 

成因、影響、和教育的關聯性 

楊正誠/國際合作組組長、國立嘉義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臺灣近年少子女化的趨勢明顯，也對各級教育的學校招生和發展產生了巨大的

影響，少子女化和都市化的交互作用更讓偏鄉教育的發展與進步面對很大的挑戰。位

於美國夏威夷的東西研究中心（East West Center），長期關心亞洲地區的經濟、文化、

和教育的發展。近年持續關心亞洲地區的少子女化的議題。東西研究中心早在 2010

年便發表研究報告「“Very Low Fertility in Asia: Is There a Problem? Can It Be 

Solved?”（亞洲的超低生育率：是否有問

題存在？可以被解決嗎？）」，該報告指出，

亞洲許多國家在過去五十年經濟和社會的

現代化影響了教育和就業，生活水平的提

升和健康以及家庭科技的提升也影響了亞

洲國家的生育率。低生育率可能對社會和

經濟產生影響。報告指出生育率的降低和

整體國家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就業率的提

升有關，亞洲的就業環境普遍不夠有彈性，工作文化和家庭生活的不一致也造成亞洲

就業女性很難兼顧母親和工作的角色。報告指出，亞洲最繁榮的四個經濟體系：日

本、新加坡、南韓、臺灣，都是目前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這些國家政府的政

策和方案要如何有效提高生育率？東西研究中心的報告將這些國家的相關政策歸為

五類：（1）對於有小孩家庭的金錢支持或稅金減免、（2）有薪孕婦假或父母雙方的

有薪育嬰假、（3）設立更多日間嬰幼兒托育中心、開授更多放學後的學校教學課程

或其他活動、對於嬰幼兒照護的金錢補助、（4）其他協助年輕家庭的方案，例如購

屋補助、對於懷孕和幼兒的醫療保險補助等、（5）其他鼓勵青年人結婚生育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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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人認為這些相關政策在東亞國家實施後沒辦法有效提高生育率，但是該報告

認為這些政策推出的時間仍短，還無法評斷其長期效果。後續，美國夏威夷東西研究

中心在 2014 年 10 月又發佈一則新聞「Global Study: Low irth Rates Can Bring Sur-

prising Economic Benefits（全球研究：低生育率也可能帶來經濟的效益）」。新聞提

到，在許多國家，生育率的降低可能引發人口老化，因而政府開始關注稅收的減少、

退休支出的增加、健康保險的增加、可能伴隨的經濟衰退。但一項由東西研究中心和

柏克萊加州大學進行的全球研究中指出，新生兒的減少也有效益。研究團隊研究了全

球 40 個國家發現，當一個國家的生育率是稍微低於所謂的「人口維持率」（每一婦

女生育 2.1 個小孩），可能實質增進一個國家的整體生活水準。柏克萊加州大學人口

學家 Ronald Lee 指出，過高的生育率是將經濟壓力轉向家庭，社會也需要建造提供更

多的工廠、公司、房屋來維持高人口。他進一步指出，與其去鼓勵生育，政府更應該

調整政策去適應人口老化。他們的研究發現美國的生育率剛好能夠維持一定的生活

品質，但是美國的生育率若放在亞洲或歐洲的一些國家又太低了。因此生育率的適當

性應該要看國家的財政系統和物價及消費水準。他們指出，在許多國家高生育率可以

有效改善公共財政但是卻不利於生活水準的維持和提升。緊接著，東西研究中心在

2017 年 4 月又發佈新聞「Declining Birth Rates Raising Concerns In Asia（降低的生育

率引起了亞洲的關注）」，新聞中指出，韓國政府

注意到低生育率的問題，推出多項政策去解決，包

含產婦假、育嬰假、幼保補助、生育獎勵。但新聞

認為這僅是短期之策，長期韓國政府應該要改善

青年人的經濟狀況、減少兒童教育的花費、支持性

別平等的角色。新聞指出日本也面對嚴峻的少子

女化的問題，日本政府從90 年代後即推出育嬰假、

設立兒童幼保中心、設立學校課後活動來鼓勵生

育，但是隨後產生的問題是企業開始減少聘用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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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為這些日本公司發現鼓勵生育的額外投資可能降低他們在全球經濟的競爭力。

這些兩難問題都讓日本政府去思考要如何重新結構化經濟和企業，使其同時具備競

爭力，又能讓社會對於結婚和養育小孩有正向概念並具備友善態度，社會也要公平對

待女性的受教育權和就業權。 

資料來源： 

http://www.eastwestcenter.org/news-center/east-west-wire/causes-and-effects-of-low-

fertility-in-asia 

http://www.eastwestcenter.org/news-center/east-west-wire/global-study-low-birth-rates-

can-bring-surprising-economic-benefits 

http://www.eastwestcenter.org/news-center/east-west-wire/declining-birth-rates-raising-

concerns-in-asia 

 



8 

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會訊 

各國教育改革及現況 

印度的技能發展政策概述 

鄭以萱/研究發展組組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副教授 

 印度自 1991 年實施經濟改革開放以來，成為近年全球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國家之

一； 2001 年與中國、俄羅斯、巴西和南非獲金磚五國美譽，其經濟實力不容小覷。

根據聯合國 2015 年世界人口預測報告（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5）指出，

印度的全國人口將在 2022 年之前超越中國，成為世界人口最龐大的國家。然則，伴

隨經濟快速成長而產生的就業機會，不見得能嘉惠印度龐大年輕勞動人口；其主要

原因在於大多數青年勞工，皆屬低技能、低學歷。印度青年正面臨兩個矛盾的危機，

其一，大量的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同時大量職務人才短缺；其二是受教育程度越高之

群體，其失業率相對愈高。有鑑於此，印度中央政府於 2007 年公布「第十一次五年

期國家計畫」（11th Five-Year National Plan），該計畫又稱印度教育計畫，大幅側重

印度人力資源的發展，並挹注大量教育經費於青年技能的建構。目標要在 2022 年之

前，將技術勞工占總勞動力人口的比例，從現有的 2% 提升至 50%；換言之，在 2022 

年之前需培育 5 億勞動人口成為技術勞工，以充分發揮印度青年「人口紅利」之全球

競爭優勢。其改革重點如下： 

 第一，動員政府中央各相關部會：動員和協調 18 個中央政府部會參與和資源重

新分配。中央層級於 2014 年底設立技能發展和創業家精神部，做為中央統籌技能發

展資源和執行技能發展相關政令的主責單位。 

 第二，設置技能發展國家委員會。為中央各

部部長與總理協調各項相關計畫的管道，由印

度總理直接主持。另外，設置國家技能發展協

調董事會，以監督 18 個相關中央部會及國家

技能發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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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在國家技能發展使命團之下成立國家技能發展公司，目的加強私部門暨企

業界的投入和參與，強化公私部門夥伴關係，以擴大技能培訓管道機會和升級培訓機

構。國家技能發展公司為公私合股的企業體，由私人企業持股 51%，並由印度政府持

股 49%。細究之，國家技能發展公司本質上為一混合式組織，兼具公益創投銀行和發

展銀行的特色，相當富有組織創發性，同時具備創造者、融資者、和能力建構者三合

一的組織角色功能。其中，創造者的角色在於催生大型的、富有教育品質的民間私人

技能發展機構的誕生，協助其創造組織願景和發展方向。融資者的角色，在於提供耐

心資本，監督和實證技能發展目標的達成，同時負責審核民間私人教育機構的融資申

請案件。國家技能發展公司基本上負責審核私人教育機構融資申請的項目，包括：評

估國家重點發展產業中勞動市場需求程度；評估課綱設計是否符合產業標準的實務

學習；審核私人教育機構之商業模式是否囊括對教師的支持，是否與其他企業結盟

使學員畢業或通過能力檢核後，立即擁有就業管道等。能力建構者的角色，則創造一

個完整可行的技能生態系統，包括產業技能委員會的樹立、品質保證的機制建置、資

訊系統的建立更新、技能訓練員的訓練、技能標準的設定等專責單位。 

 第四，產業技能委員會的角色與責任：針對印度主要發展產業，善用已成立的各

個產業技能委員會，以含納產業工會等利害關係者的意見。委員會以公部門官員擔任

主席，委員會成員多邀請產業界人士出任。委員會成立之目的，主要針對政府推動技

能發展相關措施提供產業界視角之建議；內容包括訓練需求分析、課綱發展、訓練演

示、檢核評估與證照等。 

資料全文請參考：鄭以萱(2016)。印度技能發展政策之教育機會均等觀的分析。載於

溫明麗主編，教育機會均等 (頁 43-66)。台北：國家教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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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介紹 
 

羅雅惠/聯絡服務組組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書名： Researching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History, Development and Future  

   （亞洲高等教育研究: 歷史、發展與前瞻） 

    

 

 

編者： Jisun Jung, Hugo Horta, Akiyoshi Yonezawa 

出版日期： 2018 年   出版商: Springer Singapore 

連結網址: http://www.springer.com/us/book/9789811049880 

內容簡介: 

 自二十一世紀初期以來，亞洲地區的高等教育已邁入快速、蓬勃發展時期，而亞

洲高等教育研究目前亦處於重要的轉變時期，此領域無論在研究社群和研究人員數

量、研究主題與研究方法上雖日趨多元與豐富，但在亞洲不同地區依然存在研究限制

以及各地區高等教育研究發展不平均之現象。本書為第一本提供完整論述與分析亞

洲地區高等教育發展歷程與相關研究結果之學術專書，本書聚焦於描繪亞洲地區高

等教育研究的歷史、發展、研究社群的演化以及所面臨的挑戰，且範圍涵蓋東亞、東

南亞、南亞與西亞地區諸國之高等教育相關研究。本書亦提供研究人員和實務政策制

定者以嶄新之視角檢視各國高等教育研究社群的區域整合，並探究亞洲高等教育研

究社群整合及貢獻於國際高等教育研究社群之未來走向。 

 本書共有 20 個章節，依其架構主要可分為五個部分。本書之引言章節首先提出觀

察亞洲地區高等教育議題所需的視角與總體架構，接著回顧後殖民與新自由主義時

期亞洲高等教育之知識生產，最後則探討亞洲高等教育之區域主義、區域化與高等教

育研究之關聯。第二部分探討東亞地區之高等教育研究，此部分涵蓋了日本、中國、

香港、南韓、澳門、台灣與蒙古各國之高等教育相關議題。第三部分則引領讀者瞭解

東南亞地區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與菲律賓之高等教育發展與相關研究結果。第四

部分提供了較少被重視與研究之南亞與西亞地區印度、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各國之

高等教育研究起源、發展現況與挑戰。本書最後於結論部分摘要亞洲高等教育研究已

進行之研究主題與所使用之研究途徑，並提出亞洲高等教育研究之未來挑戰和整合

國際化高等教育研究社群之重要性。 

此書為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Quality, Excellence and 

Governance （亞洲高等教育: 品質、卓越與治理）系列

叢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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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 

書名：比較教育 200 週年紀念專書 

主編：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 

出版日： 2017 年九月 

出版商：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內容簡介： 

2017 年是 Jullien 提出「比較教育」一詞屆滿兩百週年，《比較教育》期刊編輯

委員會適逢此極具意義之際，特以「比較教育 200 週年」為主題，分別以「比較教育

科學研究」、「國際教育機構」、「師範學校與師資培育」、「國際教育學術期刊」、

「國際教育指標」等主題進行徵/邀稿，共選取八篇重要的研究論文編輯成書出版。 

新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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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聯絡方式 

 

會址： 54561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 480 號 

   人文學院 321 室 

E-mail ： s105402501@mail1.ncnu.edu.tw 

電話： 886-986-839-118 

傳真：（049）291-5306 

會網： http://ctces.weebly.com/ 

http://ctces.weeb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