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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會訊 

         感謝本會會員的長期支持、理監事的用心指導，以及秘書處同仁的辛苦

投入相關工作，使得會務能夠順利推展。 

        過去二年來，除了秉持本會成立宗旨， 賡續辦理各項比較教育有關學術

活動，並參與交流活動外， 特別致力於重新建置本會網頁並整理會員會籍相

關資料，俾利向內政部申請立案完備本會的運作法制，並已擴充秘書處包含

「總務組」、「聯絡服務組」、「研究發展組」及「國際合作組」之完整架構

與分工，還有未來期盼能儘早同步發行英文版 newsletter， 以利國際間對本會

活動有興趣之相關學者、教育及其他有關人員，方便瞭解、參與及交流。建立

多元便利的會員繳交年費途徑，以及會訊之定期出刊，以加強與會員之互動，

迄今已獲初步成效，將有助於本會之功能發揮與永續發展。 

        會訊自 2012 年 10 月創刊號發行以來， 本次會訊為第三期之出刋， 特別

感謝為本期會訊撰稿之伙伴，本會將賡續努力，豐富會訊內容，使其兼具知識

與資訊多元性，本會會員更能掌握在全球化之國際與比較教育學術發展脈動，

並能與國際接軌。 

    

致會員訊息 

王如哲 / 理事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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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會為強化參與國際活動，提升本會之學術能見度將由王如哲理事長與楊深坑常務理事分別

組成 panel 參與第 15 屆世界比較教育學會年會，目前兩組團隊計畫都已獲得大會接受，獲邀參加論文

發表，也積極向國科會申請經費補助，預計在 6 月中下旬前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與世界各

國學者進行學術研討。本會與日本比較教育學會的交流也有實質進展，在楊武勳理事的協調與努力之

下，今年日本正式邀請我方與會（包括一名全免費，兩名落地招待），我會經過商議之後由王如哲理

事長、蔡清華理事與楊武勳理事代表出席， 預計在 2013 年 7 月 5 日至 7 日參加在日本東京上智大學

（Sophia University）舉辦之學術年會，會中我方代表也將發表學術論文，尋求與日本進一步的合作與

交流。 

        本會比較教育期刊總編輯原由姜添輝理事擔任，今年（1 月起）改由楊瑩理事接任，並改組編輯

委員會，持續對各界徵收稿件，希望會員能踴躍賜稿，提升期刊學術品質與影響力。另外，本會預計

年底與中國教育學會合辦年度學術研討會，日期為 2013 年 11 月 8 日至 9 日於臺灣師範大學舉行，大

會主題為「從內變革：開創教與學的主體行動」，鼓勵會員踴躍投稿與參與。  

各國學會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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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1屆澳洲與紐西蘭比較與國際教育學會年會 

一、會議主題：與世界同步的學習與生活─比較與國際教育在空間、地方與時間上的新可能性  

二、舉行地點：澳洲新堡大學（University of Newcastle,NSW,Australia）  

三、舉行時間：2013年11月26～28日  

學會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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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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議內容簡介： 

        從過去旅人故事時期一直到當代對於疆界消除與重畫的討論，空間、地點與時間的概念類

別一直是比較教育隱含的概念基礎。在我們現代想像與探究的全球空間中，對於全球化、國家

主權面臨的挑戰與生產與資本的越洋轉移的現象，社會科學益形重要，要求也越高（Therborn, 

2000）。在全球性中，我們對於地方的理解（包含空間與時間）（Casey, 2009）是我們存在世

界且與世界同步的核心。在全球性的空間裡，不存在先天的有利觀察點，也不存在絕對的時

間。 

        我們已邁入新的千禧年，世界各國教育政策皆具有其國際、跨國以及全球面向（Rizvi 

2006），並聲稱為超國家社會之公民預做準備（Meyer, 2006）。與此同時，教育體制也努力地

回應諸多全球性的特性，包含了人員、想法以及物品的密集流動。對於教育的全球性之探究將

更複雜化我們對空間、地方與時間的思考方式。 

        若我們假定全球化的改變過程根本地改變了我們每個人的想像以及社會構想 (Appadurai 

1996; Taylor 2004)，那麼我們所面臨的挑戰將是批判地檢視（並修正）自身的立場。我們需要

思考全球性如何重新配置我們的參考點以及我們的比較性探究。 

        因此，澳洲與紐西蘭比較與國際教育學會欣然邀請教育家們參與本年度以「與世界同步的

學習與生活」為主題的年會。會議子題包括： 

1. 何種理論其解釋力有助於概念化當代情境中的教育？ 

2. 全球性如何形塑我們對智識的想像、理論論據與實證調查，而這些如何構成一個比較與國

際教育（CIE）的新身份認同？ 

3. 在地知識的認識論與其他知識概念之間的關聯為何？ 

4. 我們如何重新思考諸如民族國家、公民社會、世界體系…等比較與國際教育的分析單位？ 

5. 社會運動、研究人員、行動主義者以及決策者如何能參與並回應在全球範圍內日益增長的

不帄等？ 

6. 我們如何再概念化當代情境中的大眾/普及教育（其組織、課程、教學實踐）與「發展」

概念？ 

7. 如何描述與再現教育思想、研究、政策以及實踐的發展歷程？  

五、注意事項：摘要繳交截止日期為2013年10月15日；摘要審查結果通知日期為2013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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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來，各國高等教育受教人口迅速增加，但伴隨著高等教育擴充，公共經費之運用效率與

大學教育品質問題也開始受到廣泛關注。為回應外界對於大學績效責任的要求，各國政府開始將市場

機制引進高等教育系統，除建置評鑑專責機構以確保教育品質外，也出現根據評鑑結果來分配經費的

作法，藉此讓高教機構為了爭取更多的經費而努力。就歐美國家情況觀之，西歐國家除英國直接將研

究評鑑結果做為研究經費分配之基準外，其他國家則以較為間接的方式為之，僅在經費分配公式中納

入頒發學位數或教師研究數量等績效因素。另就美國而言，一般只有通過認可的大學才具有獲得聯

邦、州與地方政府經費補助的資格，因此認可結果僅作為一種門檻，與經費分配之間的連結性並不強。 

惟前述情況近年開始出現變化，例如美國歐巴馬總統於 2013 年 2 月的國情諮文中提及，他希望

美國的高等教育評鑑系統能有重大改變，未來可結合現有的認可機制，或另成立更有效率的評鑑機

構，重點在於讓政府可根據各大學院校的表現和成果，來決定是否給予該校聯邦政府學生助學金。對

於總統的論點，美國高等教育認可委員會（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會長頗有微詞，

認為聯邦教育部雖不斷宣稱支持多元評鑑途徑與彈性評鑑方式，但實質上卻透過強化評鑑與經費的

連結來牽制認可機構與大學（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013）。此外，瑞典之企業代表「瑞典

企業聯合會」（The Confederation of Swedish Enterprise）最近亦針對政府的高等教育資源分配政策提出

建言，建議政府可根據大學學生數、畢業生數、課程設計與學術品質四個參數來分配經費，其中學術

品質即是指將瑞典現有的教育評鑑與經費分配系統相結合，對於評鑑結果優良的大學另給予額外經

費奬勵（駐瑞典臺北代表團文化組，2013）。 

對於將評鑑結果與經費分配掛勾可能衍生的問題，國內外學者已有相當多的討論，包括：政府過

度干預將有礙大學自主運作、造成高等教育發展齊一化、強化不同類型高教機構的資源落差等。但由

於對教育主管機關而言，評鑑無疑是一項具體可行之績效評估工具，尤其當社會大眾愈關心教育品質

時，政府就愈熱衷於透過評鑑來證明其政策之執行成效，並藉由根據評鑑成績決定經費補助之獎懲機

制，來提高政府對大學運作的影響力。爰此，可發現在強調績效責任的時代中，高等教育機構若欲獲

取更多政府經費補助，將不得不接受政府的遠端調控，並在政府與大學的

角力賽中愈來愈居於弱勢地位。 

 

 

資料來源：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013). Obama says colleges should keep costs low and 

hints at ‘Alternative’ accredit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chronicle.com/article/Obama-

Calls-for-Spending-on/137343/ 

駐瑞典臺北代表團文化組（2013）。瑞典高等教育資源分配系統亟需改善。2013 年 4

各國教育改革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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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將大學評鑑結果與政府經費分配掛勾可能成為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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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學制改革有助提升中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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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系主任  

香港於 2009 年修改學制，從舊制的「三二二三」(即三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預科、三年大學)

改為目前的「三三四」學制，希望藉此擴充入學管道，改善學生學習。由 2012 年開始，新制第一批

學生進入高等教育。新制將進入高中的機會提供給所有學生，加上就讀職業類科和副學士的學生也有

更多進入大學修讀學士學位的機會，因此學生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大增。在此之前，只有前三分之一的

畢業生有機會參加「香港高級程度會考」（Hong Kong Advanced Level Examination, HKALE），並根據

考試成績申請進入大學。 

於 2013 年四月出版的「新學制架構審議進程報告：新高級中學學習之旅-朝向卓越」(The Progress 

Report on the New Academic Structure Review: The New Senior Secondary learning journey – Moving forward 

to excel)檢視從 2000 年以來開始逐步籌備進行的這項學制改革，並認為這一改革對於香港所有階段教

育都有所影響。報告顯示學制改革擴充了教育機會，也使高等教育的需求增加，讓學生可以更好的預

備下一階段的學習。 

因應這項改革，中學在課程內容與教學時數上有更多彈性，因為課程結構的轉變，政府推出許多

新的學科，希望提供學生更多實用的課程，同時能更專注於學生的學習及生活，而非只是考試技巧的

演練。該報告也顯示新課程學術與非學術活動並重，其中對於博雅教育以及其他學習經驗的重視，對

於學生日後進一步的學習非常有幫助。教育局副秘書長陳嘉琪博士也表示學制改革造成課程、學習、

教學、評鑑和整個系統都重新調整對應，這對於發展學生學科知識、技能和態度有正向效益。當然，

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委員會以及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也發現課程改變造成老師與學生的工作量大增，

同時，因為擴增造成學生的多元性，也是老師教學上的一大挑戰。  

因應三三四高中教育改革，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在 2012 年開始辦理新的考試制度「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HKDSE, DSE），取代舊有的「香港中學會考」和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大學聯合招生辦法於該年起，改以文憑考試作為香港各高等教育機構的錄取

學生基準。數據顯示，在 2012 年，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學生中，有超過三分之二的成績符

合申請香港學士與副學士課程之資格，目前這些學生有八成在香港就讀相關課程。跟舊制「香港高級

程度會考」相比，學生符合申請大學資格的人數比去年增加四成，因此大學錄取率由百分之 18 增加

到百分之 23。該報告認為由此可看出此一學制改革對學生學習成就的正面影響。 

由於香港修改學制，2012 年報考大學人數爆增，香港學生申請來台就讀大學人數創 60 年新高。

據駐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統計，截至 2012 年 3 月，近四千名香港學生申請來台升學，遠高於 2011

年的 657 人。因為學生可以直接以「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申請英國、中國大陸與臺灣的大學，因

此目前有百分之 7 的香港學生就讀於境外大學。數據顯示，在境外就讀的香港學生中，有百分之 25

的學生選擇到中國，百分之 22 到英國，澳洲佔百分之 14，臺灣與美國各佔百分之 13。 

資料來源： 

Katherine Forestier (2013 April 27) Education reforms, including to degrees, reap rewards 

University World News Issue No: 269.  

連苑芷 (2012)。考生暴增，港升學難，赴台港生增五倍。大學報第 1523 期 4/13~4/19，取

自  http://www.uonline.nccu.edu.tw/index_content.asp?sn=2&an=14101 

http://www.uonline.nccu.edu.tw/index_content.asp?sn=2&an=1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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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國家的教育：政策與優先措施（Education in small states: Policies and priorities）以人數不超過

150 萬人的國家作為研究對象，僅因地理區域的原因涵蓋部分稍微大型國家作為研究對象。這本書的

相關研究發現，影響小型國家的主要外部因素有二，其一是貿易的自由化造成小型國家普遍有人才流

失（brain drain）的問題，其二是全球氣候變遷造成小型國家的天災增加與海帄面的上升。不過近年

來的全球化趨勢和資訊網路科技的進步也幫助改善了小型國家過去取得最尖端知識的困難。但是全

球化的世界經濟連動也顯著影響小型國家。例如國際期貨的價格，如原油的波動，將會影響小型國家

的觀光事業，同時，全球經濟波動對於小型國家的影響也特別強烈。小型國家由於人口數少，貧窮人

口的增加會很顯著的影響其教育的進步。本書建議小型國家應優先關注以下相關的教育政策議題：

（1）教育制度的創新以面對氣候變遷；（2）增加對於全球經濟變遷對於其國內基礎教育影響的監

控；（3）持續研究對於小型國家教育援助的議題；（4）針對國際勞動變遷脈絡下教育、訓練、勞動

市場連結進行深入研究；（5）小型國家應繼續投入對於教育政策和實際措施的本土化研究。 

  

本會聯絡方式 

會址：10610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62號教育系801研究室 

 E-mail：edurjw14@gmail.com 

電話：（02）7734-3860 

傳真：（02）2351-6942 

網址：http://www.ed.ntnu.edu.tw/~rujer/ccest/comparative/index.html 

比較教育新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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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          名： Education in Small States: Policies and Priorities 

     （小型國家的教育：政策與優先措施）  

作          者： Michael Crossley, Mark Bray and Steve Packer   

出   版   社： CommonwealthSecretariat,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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