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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會訊 

         本學會年度研討會「2020 教育願景：我國教育之未來展望」順利在 11 月 9-10 日

舉辦完畢，楊武勳理事與楊正誠組長分別獲頒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木鐸獎與服務

獎之殊榮。在 11 月 10 日會員大會改選第 35 屆理監事，經過投、開票之法定程序後，

選出 5 名監事與 15 名理事。隨後，在 12 月 21 日第 35 屆第 1 次理監事會議中，投票

改選理事長，由王如哲教授續任，帶領學會持續發展與運作。新任監事為吳清基教授

（常務監事）、黃光雄教授、謝文全教授、吳清山教授與郭為藩教授。新任理事包括

李奉儒教授、楊瑩教授、楊國賜教授、楊深坑教授（以上為常務理事）、沈姍姍教授、

林明地教授、姜添輝教授、楊武勳教授、姜麗娟教授、洪雯柔教授、蔡清華教授、鄭

勝耀教授、鍾宜興教授、戴曉霞教授。 

        在與日本比較教育學會交流與互動方面，鑑於全英文國際論壇之成功經驗，日本

學者代表也歡迎本會會員以個人或團隊名義，參與日本比較教育學會之年度會議，並

以英文發表論文，強化雙方合作關係。第 15 屆世界比較教育學會年會將於 2013 年 6

月 24-28 日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辦，本會已決議組成 panel 參與，並向國科會

申請經費補助，藉以提昇本學會參與國際大型會議之能見度與影響力，爭取未來舉辦

年會之機會。   

學會訊息 

各國學會動態 

保加利亞第十一屆比較教育年會 

一、會議主題：同一個世界的教育、不同國家的觀點 

二、舉行地點：保加利亞普羅夫迪夫 Plovdiv, Bulgaria 

三、舉行時間： 2013年 5 月 14 ～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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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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會議內容簡介： 

        我們只有一個世界，但從地理、政治、經濟及社會面向上來看，這個世界卻是個四分五裂，界限分明的世

界！也就是說，在這個世界裡存在著許多「世界」。雖然如此，所有國家在自身文化脈絡中對教育的投資與發

展卻有著共同的興趣。教育具有提昇個人、社會及國家發展的重要功能。世界各國無不努力建立一個促進世代、

社會、國家、乃至於整個世界發展與福祉的教育體制。 

        本會議旨在提供不同國家的教育工作者們進行對話的機會，對大家共同感興趣的議題與教育的核心價值

進行探索，並探究自己國家之教育在內外部力量與文化傳統下如何發展成形的動態歷程。 

         本會議將探討以下議題（但不限於所列議題）： 

1. 教育對個人、社會與國家的功能為何？在你的國家中，這些功能與歷史、傳統以及文化的關聯為何？ 

2. 你的國家的教育目標以及核心價值為何？在你的國家中，這些目標或核心價值與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面 

    向的關聯為何？ 

3. 你的國家的教育體系之主要特色為何？為何他們對你的國家如此特別或重要呢？ 

4. 哪些內外部因素形塑了你的國家的教育發展呢？政策決定者、官員們以及實務工作者們如何因應這些因素 

    所帶來的挑戰呢？  

五、注意事項：全文繳交以及報名期限為 2013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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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琼玉協助初譯稿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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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大學資訊透明化，協助學生與家長進行教育抉擇   

        近年來，全球性的學費調漲趨勢在許多國家已引起學生反彈，包括英國、美國、加拿大、南韓等國都陸

續出現學生抗議示威活動，我國亦然。在學費議題上，由於校方與學生（及其家長）立場不同，究竟何種收

費標準方屬合理，雙方不易達成共識。在此情況下，許多國家政府開始檢討並改進相關配套措施，包括強化

學生助學措施與提高大學資訊公開程度等，企圖降低由學費問題引發的各項爭議。以下分別針對美國、英國

與南韓之相關作法進行簡介。  

        就美國而言，美國政府於2008年7月31日通過《高等教育機會法》（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y Act, HEOA），規定自2011年7月起，聯邦教育部與各大學校院應將與高等教

育成本有關的訊息公布在網路上，讓利害關係人能隨時上網查閱，以避免弱勢學生因資

訊不足而影響受教權益。美國總統歐巴馬在2012年所提出的競選政見中，也將大學資訊

透明化視為是提升大學「可負擔性」（affordability）的一個重要關鍵。為配合總統政見，美國教育部長Arne 

Duncan也呼籲美國各大學學院，應提供學生與家長足夠且簡單易懂的財務資訊，協助他們做出更正確的選

校決定，避免受教者因接受高等教育而背負沈重的債務。根據前揭法案對於公布收費最高與最低大學之規

定，聯邦教育部已於2012年6月推出線上互動式資料庫系統—「大學負擔力與透明度中心」（College Afford-

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Center）（網址為http://collegecost.ed.gov/catc/Default.aspx），提供美國不同類型大學

收費標準之比較。惟因該系統推出時間尚短，仍有許多待改進之處，包括該網頁所呈現之數據資料未能提供

各校課程內容的差異、辦學成效與教學品質的良窳等重要質性資料。因此，該網站目前只能做為一個大學收

費標準的參考網頁，其他重要資訊仍有賴學生及其家長直接進入各校網頁中查詢方能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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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英國觀之，英國政府於 2011 年 6 月公布的《高等教育白皮書：以學生為核心的

高等教育系統》（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at the Heart of the System）中，說明英國政

府已規劃要求各大學需公布其學雜費的支用內容與其他重要資訊，包括教師教學時

數、學雜費與住宿費、畢業生就業率以及各系所畢業生初任薪資等。其後，「英國高

等教育撥款委員會」（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 HEFCE）也據此公布「關鍵資訊彙整表」

（Key Information Set, KIS）作為各校資訊公開之指導方針外，並建置一官方網站，將政府所進行之全國學生

調查、高等教育畢業生流向調查結果，以及各校所提供的資訊統一彙整至官方網站（Unistats web-site）中（網

址為 http://unistats.direct.gov.uk/），俾供未來可能進入大學的學生比較參考。為提高網站資訊內容的有用性，

撥款委員會在蒐集與建置資料庫前，曾就未來學生可能需要的資訊進行研究，另諮詢相關高等教育機構的意

見，並在實際運作之前，邀集八所大學進行前導研究。因此，該網站所彙集的內容，皆是與學生學習最密切

相關的資訊。前揭資料庫建置後，除可提升高等教育機構的資訊透明化，也提供學生和社會大眾一個更友善、

易接近、具可靠性，以及可比較性的資訊查詢管道，俾作出較正確的就學決策。  

        由於南韓學生要求大學若要調高學雜費，大學財務必需更公開透明，爰此，南

韓政府於 2008年公佈《韓國教育機構資訊公開特別法》，規定各大學應該在學校網

頁上公佈重要資訊，以作為學雜費政策的配套措施。韓國政府根據《韓國教育機構

資訊公開特例法》第 6 條規定，為了讓利害關係人能更輕鬆便捷地搜索並瀏覽韓國

各大學的資訊，建構了「韓國大學資訊網」（網址為 http://heik.academyinfo.go.kr/main.tw），作為社會大眾查

詢南韓各大學校院資訊之統一窗口。前揭系統主要有兩項功能，第一項為各大學基本資訊查詢，網站提供各

大學 16 項相關資訊，包括國際學生申請計畫與日程表、國際學生、專職國際師資、招生率、註冊率、每年學

費收費標準、獲得獎學金的學生人數、國內外期刊的論文發表數量、學生住宿等資訊等。第二項，為方便利

害關係人瞭解大學競爭力，該網站另根據各大學在 註冊率、專職教師率、就業率、招生率，以及平均每位教

師在國內外期刊所發表的論文數等指標，對大學進行競爭力排名。  

        綜上所述，目前美國、英國與南韓等國政府都已建置大學資料庫系統，

做為社會大眾查詢大學資訊的統一窗口。惟因大學相關資訊來源十分多元，

就前述國家作法觀之，除了部分資料是由大學校院直接上傳資料庫外，許多

重要調查資料係透過其他國家級資料庫先進行蒐集，再將不同資料庫系統

進行整合而成。目前我國除了由教育部統計處定期公布各項統計資料外，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進行之「臺灣高等教育整合資料庫」每年也提供與大學教師

和學生意見有關的重要資訊。爰此，未來可以現有各資料庫系統為基礎，進

行整合後，再配合個別大學校院提供資料，朝建置一個更為整全、系統化與

精緻化的大型大學資料庫系統努力，以提高我國大學資訊公開程度，協助利

害關係人做出更明智的教育抉擇。  

 

 

 

http://unistats.direct.gov.uk/


（二）威爾斯中等學校分等級引發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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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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爾斯政府由去年開始推動中等學校分級，將所有政府補助中學分為五等級，第

一級（Band 1）是最好的學校，第五級（Band 5）則是敬陪末座。政府對學校的計分

主要是根據學生 「中等教育普通證書考試」（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

cation, GCSE）的成績與出席率，個別學校學生領取免費午餐（free school meals）的

比例也納入考量。根據公布的結果，進步的學校可獲得報酬，地方政府也可據此提供

給學校所需的資源。政府每年更新對學校的分級，未來希望也引進公立小學。 

但是這個制度在今年結果公布時，卻引發很大爭議。威爾斯教師工會（UCAC）認為這個分級制是失敗的，

把原本有價值的資訊（valuable data），變成了隨便和誤導人的數據（arbitrary and misleading figures）。這一

套系統使個別學校等第受到其他學校表現的影響，有 10 所學校從去年的第一級掉到今年第三或第四級，而有

的學校則是剛好相反。因為改變的幅度過大，遭到退步學校的校長質疑，工會也因此不認為這個制度有助於提

升學校表現，希望停止引進小學的計畫。 

威爾斯保守黨表示這個政策是模糊、令人困惑且沒有幫助的。威爾斯自由民主黨教育發言人 Aled Roberts 

也表示，家長對於學校學業表現不變，但是等第改變感到很困惑，政府應該讓大眾更清楚這些等第的意義。威

爾斯民族黨（Plaid Cymru）指出，如果一個學校可以在一年內由第四級進步到第一級，這些數據意謂學校並

沒有大幅度的進步，而且顯示這個制度的可信度有問題，因此也反對這個制度在小學實施。 

教育部長 Leighton Andrews 仍堅持這個制度比英格蘭目前實施的學校排行榜（league table）更好，不僅把

社經不佳地區學校的個別狀況納入考量，也可以掌握退步的學校。他認為這些數據清楚呈現有關於學校表現的

圖像，也提供狀況不佳學校如何改善的資訊。因此他堅持：「等第制是威爾斯學校改革的核心方案」（Banding 

is at the heart of our school improvement agenda in Wales），認為這個計劃應持續執行，而一些地方教育主管機

構對此也表示支持。 

乍看之下，此一制度和香港中學的成績分組（Banding）相當類似。香港小學六年級學生在申請中學入學

分發時，會按校內成績及全港學科測驗，分為三個成績組別，分別為第一組別（Band 1）、第二組別（Band 2）

和第三組別（Band 3），第一組別學生成績最好。雖然錄取較多第一組別學生的學校，通常被稱為 Band 1中

學，但是其實香港中學並沒有分組別，Band 1 學校也可能收有其他組別學生，只是學生比例多寡。 

        為了強化中小學學校績效表現，提升學業水準，英格蘭和澳洲都將個別學校的表現公開於網路，讓家長

和社會大眾可以瞭解每個學校的狀況，同時學校學生主要學科的平均表現也可以和其他學校以及全國水平進

行比較。威爾斯政府的作法，基本上也是遵循相同的思考脈絡，雖然這些措施都將學生的社經背景列入考

量，但可想見的是，這樣的作法往往引發極大爭議。  

 

資料來源： 

BBC (2012a). Wales school banding: Leighton Andrews defends rankings. Retrieved from 

http://www.bbc.co.uk/news/uk-wales-20779660 

BBC (2012b). Wales school banding is a failure, teaching unions claim. Retrieved from http:// 

          www.bbc.co.uk/news/uk-wales-20765907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neral_Certificate_of_Secondary_Educat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neral_Certificate_of_Secondary_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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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教育新書介紹 

書          名： Multidimensional Ranking: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U-Multirank 

                     （多元面向大學排名） 

作          者： vanVught, Frans A.; Ziegele, Frank (Eds.)  

出   版   社： Springer  

出   版   年： 2012年 

        多元面向大學排名（Multidimensional Ranking）是第一本國際高等教育領域的

專書，探討全球大學排名的多元可能性，提出一個新的並且更為全面性的大學排名

系統。目標讀者是大學與高等教育機構的行政管理者，以及國家和國際層級的政策

決策者。該書是由 van Vught, Frans A.與 Ziegele, Frank 兩位學者主編。 

        該書的研究背景是探討過去全世界 20 年間一個高度爭議性議題。因為雖然很

多專家對於現今的世界大學排名系統有所批判，世界大學排名仍然對世界各國的政

策制訂和高等教育領導有很大的影響。排名反應的是國際大學之間對於人才和資源的競爭，排名也會實質引

導世界大學的發展方向。因此高等教育學者對於大學排名的主要考量是方法的正確性及其多元的影響力。這

本書想要提出的是一個新取向的世界大學排名思維與方法論模式，作者群稱之為「多元面向的排名

（multidimensional ranking）」。 

        在這本書的第一部份，探索近年高等教育的品質保證和資訊透明

化的趨勢，並且批判當前主流的大學排名方法和影響。本書的第二部

分則是建構大學和研究機構應有多元任務，因此排名應能反映大學的

不同面向的效能表現。本書提出多面向與使用者自我主導訊息的排名

系統，稱之為 U-Multirank。U-Multirank 主要目標在於重視大學的多元

分類，將不同功能任務的大學分開比較，主要推動者是歐洲聯盟執行

委員會。U-Multirank 也重視使用者的差異性，將大學多元指標的表現

透明化，學生、學者與政府都能依據自己重視的面向，產生個別化的

世界大學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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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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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