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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會訊 

         本學會依據慣例將年底舉辦學術研討會，今年與中國教育學會合辦，主題為「2020 教育

願景：我國教育之未來展望」，日期是 11 月 9-10 日，地點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會

中除了邀請芬蘭、日本與韓國三位學者進行專題演講之外，大會主題區分為未來校園、國際

競合、12 年國教、教師專業發展、公民素養、大學治理、理念教育與弱勢者和高齡者教育等

八大主題。本會理事長王如哲教授主持一場專題演講，楊深坑理事也率領整合型研究計畫成

員，以 symposium 的方式發表論文十篇。本會會員大會預計在 11 月 10 日 11:40-13:00 舉行，

歡迎會員踴躍出席。   

        本會為強化與日本比較教育學會的交流，國際合作組特別在 11 月 9 日舉辦一場全英文的

國際論壇，主題為 Shifting Patterns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in East Asia: Challenges and Pro-

spects，估計有 10 位境外學者與會（包括四名日本代表）共聚一堂，有興趣的會員可向秘書

處洽詢。在促進研究發展與推動跨國比較分析方面，本會從本年 7 月份開始接受教育部高等

教育司補助，進行「各國大學實習制度之調查分析」，執行期限為 6 個月，研究成果能協助

政府制訂合宜的大學實習政策，縮短大學教育與產業需求的落差。此外，為了加強學會與會

員的互動與聯繫，今年 5 月特別更新網頁，修正部分內容，更提供 PayPal 線上繳交會費功能，

以及比較教育期刊線上投稿，歡迎會員多加使用。  

學會訊息 

各國學會動態 

第十五屆世界比較教育年會 

          第十五屆世界比較教育年會（Comparative Education World Congress）將於 2013 年 6 月

24-28 日在阿根廷的布宜諾斯愛利斯（Buenos Aires）舉行，此次年會主題為「新時代、新聲

音：教育的比較觀點」，會議子題群組及其內涵臚列如下。摘要繳交期限為 2013 年 1 月 14

日，摘要審查預計於 2013 年 2 月 28 日完成，並於 2013 年 3 月 29 日公佈初步的議程。  

黃文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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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教授  

詹盛如/秘書長、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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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群組聚焦於二十一世紀教育民主化的意義，從比較

的觀點探討以下教育相關議題：與性別有關的聲音以與性

別政策、少數原住民族、社會運動、宗教、族群、以及主

流和少數群體的聲音。   

第七群組：多元聲音與教育民主化的新型式   

「聲音和語言」這部分著重在少數群體語言及其使用

者在逐漸同質化之全球脈絡下的角色。與此相關的論文可

檢視在降低語言多樣性之後，我們必須付出的人力與文化

代價，以及語言流失對人類智慧與知識的影響。  

第八群組：聲音與語言  

第一群組：比較教育理論與方法的新聲音  

        這個群組聚焦於比較教育領域中處理方法論以及理論

議題的論文。由於全球化過程以及全球力量（如國際非營利

組織或全球教育網絡等）逐漸侵蝕傳統比較方法和途徑的

基礎，這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思索比較的策略。此群組特別歡

迎提出超越傳統比較教育觀點之新想法、理論概念與研究

策略的論文。  

第二群組：來自南方的聲音  

        多年來，後殖民觀點一直被用來理解南方教育，也對殖

民模式的再製效應以及具支配性之學術典範的力道提出質

疑。藉由提供來自南方者發聲的機會，本屆年會希望發生於

南方之理論、創新策略和教育形式的新趨勢，能與當前教育

研究的主導模式相互激盪，促進一個全新交叉觀點之產生。  

        此群組徵求探索在全球化背景下，國家於教育政策與

實務的角色轉變之論文。我們鼓勵能對鉅型社會加以反思

的分析，包含了社會、經濟以及政治力量在多種層面上（國

家、區域、省、市、市政局、區等）對教育的影響  。 

第三群組：對國家、全球與地方的新觀點  

        這個主題著重於個別行動者以及社會團體在不同的教

育政策和實務脈絡下所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本子題的

目標乃在於分析對教育政策與實務採取另類行動途徑之社

會團體，他們轉化社會的潛力與限制。  

第四群組：新局面下行動者的聲音  

        公眾教育系統面臨著新挑戰，而人們也提出不同因應

之道。此群組接受分析下列新挑戰的研究：市場驅動力、跨

國方案、國家-地區在教育系統和品質保證系統中的緊張關

係。    

第五群組：公眾教育系統的新時代  

        現存對政策之借用與移植的研究往往聚焦於國家、政

府、國家之間、以及政府之間的相互作用。國際組織扮演的

角色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因此對比較教育學者來說，國

際組織在教育決策上所扮演的角色是一重要課題。此群組

徵集重新思考區域和國際機構介入教育政策形成與實踐過

程的論文。   

第六群組：教育國際化，學術聲音與公共政策  

        這個主題群組試圖引發我們討論：許多新趨勢的出現

如何改變教育系統吸納與散播知識的方式──包含數位文

化的崛起、教育管理的新模式以及知識管理的新方法。  

第九群組：課程的新時代   第十群組：來自有衝突的或破碎的國家/地區的

聲音 

        過去二十年來，我們可以看見

「教育與衝突」從比較與國際教育

領域的次要議題，轉變成現在學者

與發展實踐者的主要關心議題。本

群組歡迎討論教育在衝突中所扮演

之角色的論文。  



各國教育改革及現況 

（一）英國中學資格證書考試面臨重大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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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子題群組聚焦於正規學校教育體制外的教學與學習之動態關係。這個群組旨在展

現出正規教育體系不常關注的不同意見，尤其是在非正式與非正規教育體系中成年學習

第十一群組：成人學習/終身學習/非正式學習  

         這個子題群組歡迎在新的社交形態下對知識與教育實踐的研究。它尤其針對處理

教學與識字以及數字的文化過渡的挑戰之間關係的研究。比較的觀點與提供對不同世界

區域不同的改變速度（數位隔閡）之分析有重大關聯。我們期待看到有關重塑教學法的

發展、使用 ICT 以及對傳統教學的挑戰、數位文化下教師教育的改變、ICT 的教育管理

以及 ICT 潛在角色等的研究。（感謝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碩士

班研究生江琼玉協助撰寫初譯稿）   

第十二群組：溝通意見的新方法  

        英國教育部預計即將於近日宣布中等教育離校考試大變

革，也就是廢除實施二十餘年的「中等教育普通證書考試」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GCSE），重新

實施類似過往的「普通級教育證書」（Ordinary Level Gen-

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O-level GCE，通稱O-level）的考

試，傳統考科如英文、數學、人文與科學將重新被引進，取

代目前的模組型考試（modular assessment），考試時間也會

恢復過去的每科三小時，最高分學生人數也會佔固定比例。

預計新制將於2015年公佈，2017年實施。中學部分的國定課

程（national curriculum）預計也會廢止。教師工會憂慮這樣

的變革會讓英國中小學教育再度有雙軌化發展。英格蘭、威

爾斯和北愛爾蘭在1965 到1987年間實施兩種離校證書考試：

即「中等教育證書」（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CSE）以及O-level。前者的考生多半沒有規劃繼續升學，後

者則是一種學科本位的資格證書，考生多半是就讀於文法中

學與私立學校中學，學業表現優異，預備就讀大學的學生，

在1988年，兩種考試合併而以GCSE取代。   

        GCSE受社會大眾詬病由來已久，2012年6月「英格蘭資

格及考試監督辦公室」（Office of Qualifications and Exami-

nations Regulation, Ofqual）為回應社會對於GCSE分數偏高的  

疑慮，決定刻意降低六月考試成績，數千位在英文科原

本拿 C 的學生，減分為 D。這些學生如果是在一月繳交

英文科報告，可能原本可以拿到 C，但是如果成績是 D，

會影響之後申請就讀為期兩年的「進階級中等教育普通

證書」（GCE Advanced Level，通稱 A-Level）課程，甚

至最終進入大學的機會。教育大臣戈夫(Michael Gove)

堅持過程中並沒有政治干預。九月中旬威爾斯教育部決

定對英文科重新評分，將威爾斯學生分數拉高，戈夫認

為威爾斯的決定是一種政治干預，是不負責任與錯誤的

決定。他認為國際評比都顯示威爾斯表現比英格蘭差，

威爾斯表現不佳，完全是因為威爾斯工黨政府廢除學校

排行榜（league tables）以及第二基礎階段（key stage）

的 11 歲考試所種下的惡果。這一事件目前仍持續發燒

中。  

資料來源： 

Guardian (2012.9.16) Michael Gove to replace GCSEs with O-

level style qualifications. Retrieved from:  http://

www.guardian.co.uk/politics/2012/sep/16/michael-gove-

gcses-o-levels-reform. 

Guardian (2012.9.16). Gove condemns Welsh decision to regrade 

disputed GCSEs in exams fiasco. Retrieved from: 

http://www.guardian.co.uk/education/2012/sep/12/michael

-gove-gcse-grades-wales.  

陳怡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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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二）OECD 會員國大學學費政策的改革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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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全球性的學費調漲趨勢在許多國家引起學生反彈，包括英國、美國、加拿大、南韓等先進國家都陸續出

現學生抗議示威活動，我國亦然，可見學費問題已經成為各國政府急待解決的問題。       

         若就OECD會員國自1995年以來對於大學學費和對高等教育支出的改革趨勢觀之（表1），可發現有數據的國家當

中，有超過半數進行高等教育大學學費的系統性改革。德國已有部分邦開始收取大學學費，澳洲、奧地利、日本、荷

蘭、紐西蘭、英國，以及美國等國則大幅提高學費標準。丹麥、冰島、斯洛伐克則僅針對國際學生收取學雜費。但為

了減緩學費調漲對於弱勢學生受教機會的衝擊，大學學費改革通常需要與建立更完善的學生財務支持制度並行。換言

之，大學生財務支持的改革，旨在提供弱勢學生更公平的入學機會，透過獎學金/補助金/貸款的形式，或是採取大學

學費差異費率的方式為之，此種形式在澳洲、奧地利、加拿大特別明顯。此外，紐西蘭則屬於較為特殊案例，紐西蘭

政府限制公立大學調整學費，並由政府補足研究型大學經費不足的問題，以解決其財務窘境。另僅有斯洛伐克等少數

國家，雖提高其公立大學的學雜費標準，但卻未對其學生財務支持機制進行改善。  

表 1  1995 年以來 OECD 會員國大學學費政策的改革趨

勢  

劉秀曦/副秘書長、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資料來源： OECD（2011）。 



（三）美國 ESEA 彈性（ESEA flex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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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政府在NCLB（No child left behind）計畫將近十

年的時刻，開始重新討論NCLB方案所存在的可能問題，

加上國會對NCLB方案的後續預算仍有爭論。在歐巴馬

（Obama）政府任內，於2011年提出彈性化ESEA（The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方案，藉以接續

並提供各州彈性的教育改革空間與相關經費。此方案在

2012年更進一步擴張，二月左右有26州加入，而九月更

增加8州申請，讓各州能不受NCLB的標準化規範，同時

獲得經費以持續從事較彈性教育改革。    

        在2002年，原本NCLB取代原有ESEA，成為美國近

十年來教育改革之主要政策方向。直到2011年，NCLB之

成效與執行上受到質疑，基於持續性改善教育品質，促

進教育公平，ESEA被重新提及。彈性ESEA案相較於

NCLB在於重新檢視統一標準化所可能引發之問題，並提

供各州教育局能有彈性的空間與經費，更有效的去依學

校情境，調整教學與提升教育品質。首先，延續NCLB， 

劉子彰/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彈性化ESEA試圖減少社經背景不利學生與其他學生之間

學習成就之鴻溝。彈性化ESEA不同之處，在於不是採用

全國單一標準化的評量，而是調整對於低表現學校之統

一標準化要求，以真正視情況協助低成就表現，並促進

其成長。再者，彈性化ESEA獎勵各州設定合理教育目

標，主要為大學或工作職業做好準備。各州須強調中學

生基本能力，能跟大學教育或未來職業做接軌。第三，

ESEA幫各州解除NCLB的限制，使各州可以依照其特

性，彈性調整教育內容，以符合各地本位特色，更有效

的改善各地教育問題和品質。 

        美國教育政策自 2002 年 NCLB 法案後，試圖以統一

化標準測驗與評鑑來提升教育品質。然而這樣標準化的

過程中，也逐漸浮現出許多困難與挑戰。彈性化的

ESEA，在原有理念下，賦予各州經費與彈性空間。其後

續成效與發展，值得進一步觀察。  

比較教育新書介紹 

書         名： Student Mobility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National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from Six World Regions 

                     （學生流動與高等教育國際化：世界六大區域的國家政策與策略） 

作         者： Rajika Bhandari, Raisa Belyavina, Robert Gutierrez 

出版日期： 2011 年 3 月 15 日 

出   版   社：美國國際教育中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IE）  

美國國際教育中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IE）出版新書，新書名稱為

Student Mobility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National Policies and Strate-

gies from Six World Regions（學生流動與高等教育國際化：世界六大區域的國家政策與策略）。該書分析了世界六大區域

的 17 個國家在國家政策層級與大學機構層級的相關吸引更多國際學生的策略，以及如何將更多學生送出國留學的策略。

根據經濟合作組織（OECD）的報告，2011 年世界有超過 330 萬的學生出國留學，相較於 2000 年有 65％的成長。本書主

要的實證資料來源是亞特拉斯計畫（Project Atlas），該計畫由美國國際教育中心主持，並獲得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主要

目的是收集分析 21 個國家政府、非政府組織、國際機構對於國際學生流動的數據。該書區分的六大區域有：非洲、美洲、

亞洲、歐洲、大洋州、中亞/北非。涵蓋的國家有加拿大、墨西哥、美國、南非、中國、印度、日本、芬蘭、法國、德國、

愛爾蘭、荷蘭、西班牙、瑞典、英國、澳洲、紐西蘭等國的國家層級和大學機構層級的高等教育國際學生流動分析，值

得我國進行高等教育國際化相關政策規劃的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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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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