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日期： 2014.11 

第九期   

本期目錄 

一、學會訊息 

二、各國學會動態 

三、各國教育改革

及現況 

四、比較教育新書

介紹 

  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會訊 

本會謹訂 103 年 11 月 15 日（週六）上午 11 時 30 分召開本屆最後一次理

監事會議；另於下午 1 時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九樓綜合教室，舉辦

理監事改選及會員大會，歡迎會員踴躍出席。此外，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 

木鐸獎本會得主為國家教育研究院劉秀曦副研究員，服務獎則由學會徐新雅

秘書獲得，兩位同仁將在聯合年會接受公開表揚，以獎勵其在學術研究與專 

業服務上的成就與貢獻。在比較教育研究論文獎方面，103 年度博士類學位 

論文獎由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劉豫鳳獲得，論文主題

為《芬蘭協同教學之研究：以一個幼教師資培育學程為例》，而碩士類學位 

論文獎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紀寰緯獲得，論文主題為《海峽兩 

岸高等技術及職業教育學校制度比較研究》，兩位獲獎者將在會員大會時接 

受表揚。 

在海峽兩岸學術合作交流方面，根據 2013 年 6 月在阿根廷所簽署的備 

忘錄，第一屆兩岸四地比較教育論壇正式揭開序幕。首次論壇主題為「兩岸 

四地的教育交流與合作」，由華南師範大學主辦，日期為 2014 年 12 月 20-

21 日，王如哲理事長也受邀擔任大會的專題演講者。 

學會訊息 

詹盛如/秘書長、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教授  

頁 1 



  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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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加利亞比較教育學會(BCES)第 13 屆國際年會 

◆ 研討會主題：世界各國教育的品質、社會正義與績效責任 

◆ 研討會日期： 2015 年 6 月 10 ～ 13 日  

◆ 研討會地點： Sofia, Bulgaria  

◆ 研討會主題說明： 

        教育品質、社會正義以及績效責任可說是學校與社會的關鍵要素，這些要素均可作為獨特的領 

域來審視與論辯，並連結到教育系統以確定其成功與否。作為教育的核心元素，高品質教育已經有 

非常多的論述。然而，其精確的本質和定義仍未受學者與實務工作者正視。世界各國政府也許對年 

輕公民受教權的實現感到自滿，其實政府所做僅只於使人民有受教機會、易於獲得教育機會、使教 

育讓人民所接受，以及讓教育具有適應性。許多國家只達到這樣的基本水準，但是若對於高品質教 

育不抱任何期待，真正的進步是很難達成的。 

  社會正義是一個同時包含司法和社會元素的概念，可說是教育系統的核心理想和願景。和品質 

一樣，學者們都同意，與社會正義有關的真正本質、社會意義以及具體行動是難以掌握的。不同社 

會對社會正義有不同的定義，在有些脈絡下，社會正義甚至含有政治的含意。但我們可以說，在不 

公不義的社會中，社會正義的論述最為流行，因為社會正義的願景提供了未來一線希望。 

  績效責任的層級是教育系統成功與否的另一項指標。若緊扣道德責難的概念，績效責任是一種 

基於善良風俗的社會義務。雖然法律系統大多建立在績效責任之上，但教育系統所達到的標準其實 

取決於教育現場人員的表現。規範指引特定活動中，利害關係人的功能與責任，一旦頒布，這些規 

範就建立起績效責任，或者甚至是法律義務。 

  由上可知，一個明確成功的教育系統，不僅止於教育的可取得性，而是成功地提供高品質的教 

育，這樣的教育為學生、教師以及社會實現社會正義。惟有高層次的績效責任，本著全體利益，落 

實於所有教育相關人員，這些理想才能達成。 

◆ 研討會子題： 

1.比較教育與教育史 

2.職前及在職教師培訓與學習及教學的型態 

3.教育政策、改革和學校領導 

4. 高等教育、終身學習和社會包容(social 

inclusion) 

5.當代科學與教育：進步或退步? 

6. 教育研究：發展跨國與跨學科的全球研究

者 

◆ 研討會網站： http://bces-conference.org/

index.html  

  （特別感謝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 

   較教育學系碩士生蔡宜紋協助初譯稿撰寫） 

◆ 研討會重要期程： 

1.無需繳交摘要 

2.全文繳交期限： 2015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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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威爾斯地區計畫改革中學畢業考試 

英國威爾斯政府（Welsh Assembly）近日宣布未來將改善中學畢業後進入後期中等教育的入學

考試，即所謂的「普通中等教育證書」（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簡稱 GCSE）

將於 2015 年正式實施。 

  英國傳統上區分成四大區域，雖然主要行政業務及政策皆由位在英格蘭的國會（parliament）

全權負責，然而教育等地方事務則是由蘇格蘭國會（Scottish Parliament）、威爾斯國民議會與北 

愛爾蘭國民議會（Northern Ireland Assembly）自行負責。正因為如此，蘇格蘭地區有著與英格蘭 

迥然不同的教育制度；至於威爾斯地區的教育業務運作有時與英格蘭息息相關，有時則是獨立自 

主。 

    過去英國學生幾次在 OECD 所進行的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 PISA）的表現不佳，例如 2013 年的 PISA 成績英國在 65 個參與國當中 

排第 26 名。因此英國教育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有意加速改革中學國定課程以及中學畢 

業後進入後期中等教育的升學考試。英國保守黨於 2010 年贏得大選後，聯合內閣旋即著手推動 

新一波的國定課程實施，並且讓 2012 年秋季進入中學就讀的小孩接受這一套制度。英國教育部 

曾經擬妥另一套考試制度，稱為「英國中學學位證書」（English Baccalaureate Certificate，簡稱 

EBacc），希望藉此取代 GCSE，但因阻力太大，政府於 2013 年宣布放棄。 

現行 GCSE 考試，多數科目的最後成績決定於「控制評估」 (controlled assessment )以及考 

試成績。自 2009 年 9 月起，許多 GCSE 學科將學科作業(coursework) 改為「控制評估」，以改善

前者產生的抄襲和教師與家庭過份指導的問題，由教師或是外部考試機構定期檢視學生在每個階

段完成的課業，希望學生可以公平的展現學習成果。「控制評估」在各科成績所佔比例不一，由

0％、25％或 60％都有。學生每科成績的呈現分八個等級（A*到 G）。U 則表示不及格。有一些 

科目如數學有分級考試(例如 A* 到 D 以及 C 到 G 兩級)，有些則無。   

林仁傑/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學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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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DfE (2013). Reforming qualifications and the curriculum to better prepare pupils for life after school.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olicies/reforming-qualifications-and-the-

curriculum-to-better-prepare-pupils-for-life-after-school 

BBC (2014, November 3). Wales-only GCSE exams campaign starts for September launch. Retrieved  

         from http://www.bbc.com/news/uk-wales-29872090 

BBC (2014, June 24). Wales GCSEs 'credibility' doubts of independent schools. Retrieved from http://

www.bbc.com/news/uk-wales-27980687 

BBC (2014,  February 18) . Higher Pisa rankings vital for economy, says Wales education  

         minister. Retrieved from  http://www.bbc.com/news/uk-wales-politics-26241058 

BBC (2013, December 3). Pisa tests: UK stagnates as Shanghai tops league table. Retrieved from 

http://www.bbc.com/news/education-25187997 

BBC (2013, July 19). Wales-only GCSE exams start in 2015, says Welsh government. Retrieved from 

http://www.bbc.com/news/uk-wales-politics-23371390 

Ofqual (2014).  An update on the reforms being made to GCSEs. Retrieved from http://

www.edexcel.com/reforms/Documents/2014-04-08-an-update-on-the-reforms-being-made-to-

gcses.pdf 

目前英格蘭政府伴隨國定課程的修訂，希望未來 GCSE 成績可以以考試成績為主，除非是經 

由考試無法檢視的能力。單一科目分級考試的狀況也希望盡量避免，同時未來成績將改以 1-9 分 

來呈現。威爾斯政府則堅持將在 2015 年實施自己的 GCSE 作為中學生升學的考試依據，主要理 

由在英格蘭的 GCSE 改革過度偏重考試。威爾斯政府將於 2015 年推動新 GCSE 的考試之際，多 

數私立學校卻因對威爾斯新制度信任不足，希望繼續參與英格蘭地區所使用的 GCSE 考試。目 

前發展的演變結果是否會造成未來威爾斯地區將出現兩套不同的中學畢業升學考試，以及英格蘭 

地區 GCSE 改革的後續發展值得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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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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書   名 ：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How its Changing, Why it Must. 

(高等教育認可: 如何改變?為何必然要改變?) 

出版年： 2013 年 

出版商： Stylus Publishing, VA, USA   

作    者： Paul L. Gaston  

內容簡介： 

 

        本書作者 Paul L. Gaston 任教於美國肯特州立大學（Kent State University），曾經擔任三所地區 

性高等教育認可機構的評審人員，也曾經是美國專業學程認可機構（The Association of Specialized 

and Professional Accreditors）的理事與執行長，曾經在美國高等教育認可審議會（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成立初期擔任推動工作。於 2013 年發表本書，其目的是要回應美國部分學

者認為高等教育認可系統的結構性問題。於本書的起始導論部分，作者回顧了美國高等教育認可系 

統的發展，解釋相關的重要名詞和發展結構，描述目前美國高等教育認可制的運作與過去貢獻，分 

析高等教育認可的目標以及相關的利害關係人。在本書的中段，作者則分析了目前美國反對方對於 

認可制的批判反省與支持方認為認可制的優勢貢獻，提供認可制的共同基礎並且提出目前美國三層

次高等教育認可系統（七個區域性認可組織，國家級的認可組織，與專門領域認可組織）的可能改 

革方向。本書的結論部分作者則提出有關美國高等教育認可的整體改革建議，具體的改革措施諸如 

高等教育認可效率化、透明化、績效責任化、並應能更加回應機構和公共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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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