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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會訊 

          今年度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木鐸獎得獎人為本會聯絡服務組組長－國

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陳怡如副教授；服務獎得獎人為本

會研究發展組組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黃文定助理

教授。兩位得獎人將於 102 年 11 月 9 日（週六）舉行之「中華民國教育學術

團體聯合年會」中接受表揚。 

        在比較教育研究論文獎方面，經審查工作小組彙整審查意見，並由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獲獎人分別是何文純博士，主題為《日本教育基本

法「修正」之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研究所），以及高

南香碩士，主題為《泰國師資培育制度與教師素質管理機制之研究》（國立

中興大學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並將在本年度會員大會頒獎。 

        此外，本會全英文論壇「亞洲人才競爭與流動：教育、移民與經濟」 

(Talent Competition and Circulation in Asia: Education, Migration and  

Economy)，已經舉辦完畢，各國與會人士都有廣泛交流。日本比較教育學會

明年適逢成立 50 週年，預計將在名古屋大學(Nagoya University)擴大舉辦， 

此次論壇日方代表也正式邀請本會會員參與，持續強化雙邊的互動與合作。  

學會訊息 

詹盛如/秘書長、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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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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屆歐洲比較教育學會年會 

◆ 研討會主題：教育場域的治理－轉變中的知識、教學與學習：歐洲與世界相互   

交融 

◆ 研討會日期： 2014 年 6 月 10 ～ 13 日 

◆ 研討會地點：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Freiburg, 德國 

◆ 研討會主題說明： 

    在全球許多國家和區域中，教育的治理正在轉變中，挑戰著過去的歷史，重塑了主體性，也形 

塑了可能的政治前景。政策制定者和學者們都承認跨國行動者與商業利益在改革運動中扮演一定的

角色。經濟論述往往強調特定形式知識、教學與學習優先性，這樣的論述特性的確挑戰著教育內部 

的本質與作為社會與個人轉化動力的潛能。然而，國家和區域的經濟力量並非孤立運作，因而必須 

在全球文化經濟變動情勢的廣大脈絡下加以檢視。處於當前地方、國家以及區域身份認同急速變遷 

的時代中，快速卻不均衡的現代化歷程逐漸與去疆界化的（deterritorialised）政策議題交互 

影響。這種交互影響的動態關係正是逐漸浮現之教育「場域」(space)的核心（如歐洲教育場域），在

這個場域中，治理可說是為了形塑與安排社會生活而採取行動的關鍵場域，長期的政治成果在其 

中持續被強化、爭論與重塑。在這個新興的教育場域中，治理不只是一個教育面向，也是想像與實 

現教育的新情境。 

  本研討會將探討廣義的「教育治理」(educational governance)之各種面貌；思考以下各方面的新

形式：領導與管理、測驗與評量、教與學、知識創造、及不同政治參與形式的現實與可能性。對於這

個新教育場域的動力學探討將以機構情境為主（如學校和大學），透過專業群組（如教師、行政人員

和領導者），從學生、年輕人、兒童和家庭的觀點出發。因為此一場域的動力學涉及非正式教育的歷 

程，所以學校以外之教育活動的治理也是本研討會的核心。 



◆ 研討會重要期程： 

1.摘要繳交截止日期： 2014 年 2 月 28 日 

2.摘要審查結果通知日期： 2014 年 3 月 31 日 

3.早鳥報名優惠期限：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15 日 

◆ 研討會網站： http://www.cese-europe.org/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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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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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討會子題： 

1.知識治理與教育政治學 

2.學校教育與學校的治理 

3.教師與教學的治理 

4.學習與學生的治理 

5.學校以外教育活動的治理 



各國教育改革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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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源泉/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副教授  

德國大學教授之薪資制度改革 

做為近代德國大學發展的巨擘 W. v. Humboldt 明確地指出，大學的任務並非僅止於傳遞既有 

的 知 識 ， 而 是 致 力 於 學 術 研 究 的 高 等 學 術 機 構 ， 並 強 調 大 學 之 「 同 質 性 理 念 」

（Homogenitätsvorstellung），也就是大學間的平等與等價（Strohschneider, 2009: 2）；建基 

於這種平等主義，過去從北至南、由東到西的德國大學，基本上同一職級的教授薪資、教學負擔與 

需輔導的學生數都是一樣的（Spiewak, 2006）。質言之，過去德國大學教授的薪資完全未考量其工 

作績效。 

聯邦教育與研究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2000）針對前述的薪資制度提

出批評，認為教授的薪資完全與其工作績效無關，尤其是年資均每 2 年自動增加 1 級，直至最高級

別；這種年資的升級模式是基於「年資越長，經驗越豐富，績效也越突出」的傳統假設，但它並無實

證性證據。 

為推動大學教授薪資制度改革，聯邦教育與研究部早在 1999 年即成立了「高等學校職務法制 

改 革 專 家 委 員 會 」 （Expertenkommission „Reform des Hochschuldienstrechts”） 進 行 研 議

（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2000）。而後，2002 年德國聯邦議會修正《聯邦薪 

資法》（Bundesbesoldungsgesetz）之部分條文，而使得前述制度開始納入績效考量，修法的主要目 

標如下（Bundestag, 2002, p.1）： 

1.獨立於年資、績效導向之個人薪資，取代過去隨年資而增加之薪資制度； 

2.提高工作績效之獎勵； 

3.促進教授間與高等學校間之績效競賽。 

在該法修正中又進一步引入一套新的薪資制度；過去適用於教授的 C 制薪資（Besoldungsgruppe 

C），逐漸被新的 W 制薪資（Besoldungsgruppe W）所取代； W1 適用於初級教授； W2 與 W3 適用

於專門高等學校與大學教授（Bundestag, 2002）；從而使得教授之個人績效，在其薪資總額中成為重

要的組成部分。 

根據《聯邦薪資法》第 33 條第 1 項之規定，除作為基本薪資的「本薪」外，在符合以下情況者 

，發給各種「績效薪資」（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 2011, p.14）： 1.依據聘任與留任之協議； 2.

在研究、教學、繼續教育與提攜後起之秀等方面有特別表現； 3.在高等學校自治或管理上，擔任職 

務或承擔特別任務者。 

第 1 點的績效薪資依據協議，第 3 點的績效薪資相當於我國《教師法》第 19 條第 3 項所規定之

「職務加給」；惟第 2 點的績效薪資則需透過績效評鑑，加以確認。 

改革後的教授薪資的組成包含兩大項：本薪與績效薪資；前者為固定薪資，後者為變動薪資；

而績效薪資又包含年終獎金（Jahressonderzahlung）、（月付性）績效加給（Leistungszulage）、（一

次性）績效獎金（Leistungsprämie）與第三資金獎金（Drittmittelprämie）（Deutsche Forschungsge-

meinschaft, 2011）。在這種新制度框架下，德國大學教授的薪資開始與其工作績效掛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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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宏彰/英國倫敦大學博士班學生  

英國大學校長協會公布研究報告：部分時制大學生人數遽降 

資料來源： 

Spiewak, M. (2006). Auf die Spitze getrieben. Retrieved from: http://www.zeit.de/campus/2006/42/elitewettbewerb 

Strohschneider, P. (2008). Über Voraussetzungen und Konzeption der Exzellenzinitiativel. Beiträge zur Hochschulforschung, 

2009 (1), 8-24. 

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2000). Hochschuldienstrecht für das 21. Jahrhundert- Das Konzept des BMBF. 

Retrieved from: http://www.bmbf.de/pub/dienstrecht.pdf 

Bundestag (2002). 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Reform der Professorenbesoldung (Professorenbesoldungsreformgesetz, Prof-

BesReformG). Retrieved from: 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d/14/073/1407374.pdf 

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 (2011). Bundesbesoldungsgesetz. Retrieved from: http://www.edition-moll.de/sixcms/

media.php/1158/BBesG.pdf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2011).  Der Tarifvertrag für den öffentlichen Dienst der Länder: Anwendungsfragen an den 

Hochschulen. Retrieved from : 

http://www.dfg.de/download/pdf/foerderung/rechtliche_rahmenbedingungen/sonderfall_medizin/

今（2013）年十月中旬，英國大學校長協會（Universities UK，簡稱 UUK，註一）公布一份英國

政府委託研究報告＜部分時制學習的力量：高等教育中的部分時制與熟齡學生＞（註二）指出， 

2012-2013 年於英格蘭大學選擇念部分時制（part-time）的學生人數，與 2010-2011 年相較，陡降了百

分之 40，相當於少掉 10 萬 5 千名學生。此份報告公布前一個月，英國大學獨立學費委員會（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Fees）始發布研究報告＜ 2013-2014 年大學申請入學分析＞指出，自 

2012 年英格蘭政府導入大學高學費政策後，今年全時制大學課程的申請學生數（full-time applicants）

與 2010 年相較，下降 3 萬 1 千人。本次報告則是針對部分時制的學生人數進行分析。 

此份報告主要探究：為何部分時制學生課程對於學生技能及社會是重要的？它產生了什麼樣

的改變？是什麼影響了它，尤其在英格蘭地區？研究報告並向相關的利害關係人提出一系列的建 

議。報告顯示，2011-2012 年將近 50 萬的大學生選讀部分時制的課程，其中女性佔多數（62%），百

分之 90 的學生年齡介於 21 歲至 65 歲間，百分之 45 已為人父母，多數選修職業類科，並擁有全職 

工作。報告也顯示畢業三年半後，部分時間制畢業生對於英國經濟繁榮的貢獻高於全時制畢業生， 

特別是就收入來看。因此部分時制的高等教育被視為「技能的發電廠」(a powerhouse for skills)，也 

與教育機會公平及具全球競爭力的勞動力相關聯，因而學生數的陡降，被視為國家經濟競爭力的嚴 

重警訊。 

http://de.wikipedia.org/wiki/Bundesministerium_der_Just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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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報告將此學生數的陡降形容為「完美風暴」（Perfect Storm），意指好幾項重大影響因素同時

發生所導致的嚴重效應。研究指出人數陡降的原因包括：經濟不景氣、經濟條件限縮了雇主支持雇 

員回大學進修的意願、家庭預算的壓力、大學入學方式的改變、人口的改變、2012-2013 年英格蘭 

高教補助機制的改變以及學費由三千增加為九千英鎊，都是造成學生人數下降的重要原因。另外， 

伴隨著私部門學徒實習的增加，以及線上學習（online learning）的人數增加，都可能影響了部分時 

間制課程的申請人數。 

本研究案的主持人，同時也是布里斯托大學（Bristol University）校長 Eric Thomas 爵士表示： 

「事實上，英國需要更多的高等教育畢業生，也依賴部分時間制教育來因應快速變遷的世界中所需 

要迅速更新的技能。忽略了部分時制課程對於個人與社會的轉化力量，也將我們自己陷入險境」。

Thomas 更表示，雖然部分時制與熟齡學生彰顯著英國社會的成功故事，但是這些學生數正在下降 

，而且看起來沒有好轉的跡象。這表示有地方出問題了。英國公平入學辦公室（Office for Fair  

Access，簡稱 OFFA）執行長 Les Ebdon 教授也表示，過去兩年裡部分時制學習的學生數的陡降確 

實是一令人憂慮的現象。 

該報告建議：首先，所有的利害關係者，包含高等教育機構、政府、撥款委員會與其他團體，

均應將部分時制與熟齡學生的學習視為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而非額外附加的。再者，需要有來自 

於國家層級、地區與地方層級的緊急推展，戮力協助學生與雇主了解部分時制大學教育的價值與機

會。同時，大學與學院應力求滿足部分時制學生的需求，改善他們的學習經驗。最後，更應該致力 

於推動符合地方經濟需求的雇主導向部分時制高等教育（employer-focused part-time higher  

education）。 

國家學生聯盟（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 NUS）的副會長 Rachel Wenstone 表示，學生聯盟樂

見此份報告喚起大眾對此議題應有的重視。她並表示，過去相關部門對此進行議題分析，如今已到 

了需要對此議題採取行動的時機了。英國商業、創新與技能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部長 David Willetts 則表示，部分時制大學生為個人、經濟與雇主均帶來多重的益處，目

前新的部分時制學生已可以享受學費貸款。他並鼓勵各大學將部分時制課程以及招生訊息放在網頁

明顯的地方，同時更新學生財務訊息，以鼓勵更多的人申請這類課程。 

該報告最後並表示，此次研究係為一初步的緊急評估報告，藉此找出需要緊急採取行動的區塊 

，以及那些區塊需更進一步的資訊，以供決策使用。UUK 將進一步與各利害關係團體共同合作研商 

，將此報告所提建議以協同有效的方式付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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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Universities UK（UUK）係為一代表英國高等教育的集合機構，成員來自全英國大學與學院

機構的 133 位行政首長成員，具有為英國高等教育機構集體發聲的功能，其 2013-2018 年的

策略發展包含：(1)知會與影響未來英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議程；(2)支持大學的首要目標，包

含學生教育、研究與創新、社會貢獻；(3)提供優質的服務給 UUK 成員與所有英國高教機

構；(4)成為有效能有效率的組織。詳細內容，可逕連結該機構網址： 

   http://www.universitiesuk.ac.uk/Pages/default.aspx 

註二：研究報告全名為： The power of part-time: Review of part-time and mature higher education。報

告全文可逕連 UUK 網站瀏覽及下載，網址： 

   http://www.universitiesuk.ac.uk/highereducation/Pages/UUKreviewofparttimeeducation.aspx 

資料來源： 

BBC News （2013）. Fears over 40% fall in part-time students. Retrieved from: 

http://www.bbc.co.uk/news/education-24537488 

The Guardian（2013）. Number of part-time students plummets after 'perfect storm'. Retrieved from:  

http://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13/oct/16/number-part-time-students-perfect-storm 

The Guardian（2013）. Part-time and mature students: three ways we could support them better.  

Retrieved from: http://www.theguardian.com/higher-education-network/blog/2013/oct/16/part-time-mature-students-

support 

Universities UK（2013）. The power of part-time: Review of part-time and mature higher edu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universitiesuk.ac.uk/highereducation/Pages/UUKreviewofparttimeeducation.aspx 

Universities （2013）. Home page. Retrieved from: http://www.universitiesuk.ac.uk/Pages/default.aspx  

http://www.universitiesuk.ac.uk/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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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等教育政策「培育全球人才」措施最新動向 

        楊武勳/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副教授  

日本自民黨於 2012 年 12 月重新獲得政權後，除推動振興景氣政策外，在教育改革方面，2013 

年 1 月 15 日內閣會議決定召開以首相與重要閣員、產官學為委員的「教育再生實行會議」，對於 

「校園霸凌問題」、「教育委員會制度」、「今後大學教育制度」分別提出三次不同的建言，具體描

繪出近期日本的教育改革方向。 

2013 年 5 月 28 日「今後大學教育制度」建言重申培育人才的重要性，並將 2013~2017 年的五年

設定為「大學改革實行集中期間」，迅速檢討政策立案、加以實施外，也定期實施評鑑，以確認建言

的確實實施。主要重點有五：一、「建構因應全球化的教育環境」；二、「創造可帶領社會的創新教

育與研究環境」；三、「強化大學訓練學生及使之進入社會的教育功能」；四、「強化大學中在職進

修的功能」；五、「從大學治理改革與確立財政基礎，強化經營根基」。其中，一、「建構因應全 

球化的教育環境」中涵蓋五個重點：（一）「徹底實施國際化，建構與世界接軌競爭的大學教育環境」 

；（二）「讓有意願及有能力的學生可以留學，使日本人出國留學人次達 12 萬人、外國留學生達 

30 萬人」；（三）「從初等、中等學校起充實可因應全球化的教育」；（四）「增進日本的身份 

認同，向世界宣揚日本文化」、「透過活用特區等制度，確切因應國際化」。 

具體而言，在高等教育培養人才的措施上，除繼續推動國際共同研究、增加外國籍教師人數、 

充實全英語授課課程、持續建構國際化大學（Global 30）外，也推出「超級全球大學」的構想，更預

計在 10 年內建構 10 所全球排名 100 名內的大學。在推動留學方面，鼓勵大學以 TOEFL 等級成績作

為入學考試計分項目、促進交換學生與海外實習活動、鼓勵企業或個人提供獎學金支持留學活動並 

積極錄取具備留學經驗的畢業生。同時擴大秋季入學制度，與世界接軌。對於外國留學生提供入學 

、就學到就業的完備支援系統。在培養科技研究人才方面，在初等、中等學校中積極任用外籍教師 

，充實英語教育，並計畫推動「超級全球高中」，擴大學生使用英語與培養問題解決的能力和國際素

養；在高等教育方面，則以 10~20 年為期，計畫培育理工科系的創新人才，擴大產學合作模式，如 

創投公司、人事交流等。 

由此可見，「培育全球人才」已成為日本當前重要的高等教育政策，除延續以往重視英語教育 

、大學國際化的既有措施外，也加強和初等、中等教育階段的連結，更推出大學秋季入學制度，積極 

與世界接軌。而「超級全球高中」與「超級全球大學」的構想也進一步宣示日本政府建構一流大學與

高中的決心。不過，現今日本振興景氣效果尚未明確之際，往後財源的籌措、分配的方式與相關教 

育政策實施效果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資料來源： 

教育再生実行会議（2013 年 5 月 28 日）。これからの大学教育等の在り方について（第三次提言）。取自 http://

www.kantei.go.jp/jp/singi/kyouikusaisei/dai8/siryou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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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名 ：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Global Mo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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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流動：國家趨勢與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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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此主題。從教育發展的趨勢觀之，全世界有越來越多的國際學生流動於各國，跨國間的教育合 

作以及全球高等教育學術競爭也越發激烈。目前全球有超過四百萬的學生跨越地理、文化、數 

位、與教育的疆界。本書檢視了美國、英國、德國、澳洲、中國、印度、中東等國家在全球扮演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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