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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會訊 

本會年度學術研討會將於 103 年 10 月 3 日至 4 日與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

鑑中心基金會合作，舉辦「高等教育內外部品質保證：亞洲發展與趨勢」

(Internal and Ex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s and 

Trends in Asia)國際研討會，3 日為公開之正式會議，而 4 日則以受邀為主之 

全英文論壇，地點在政大公企中心。目前已經舉辦四次籌備會議，詳細資訊 

也建置網站(http://163.27.96.98/s2014tw/)供會員與大眾查詢。在學會參與國際

活動方面，亞太教育研究學會(Asia Pacific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將在 103 年 11 月 19 日至 11 月 21 日於香港教育學院舉行國際研討會，由於 

本會與 APERA 交流密切，故近日來函邀請本會王如哲理事長擔任專題演講

者，並且力邀組成 3 至 4 人的專題小組，與會發表論文，也鼓勵本會成員積 

極參與。 

此外，中國教育學會年會將於 103 年 11 月 14 日至 15 日舉辦「教改 20 

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本會因為理監事任期屆滿，也將同步於 14 日當天進 

行理監事改選，歡迎會員踴躍出席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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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屆美國比較與國際教育學會年會 

◆ 研討會主題： Ubuntu！全球人文主義教育的想像  

◆ 研討會日期： 2015 年 3 月 8-13 日  

◆ 研討會地點： Washington Hilton, 1919 Connecticut Avenue, Washington, D.C.  

◆ 研討會主題說明： 

        “Ubuntu”（人性）是整個非洲大陸及其他地區所共享的集體精神內涵，這個特定用語因不同作 

者的使用而更加普遍，包括 1950 年代小說家、學者兼記者 Jordan Kush Ngubane，以及近代的知名 

人士，如南非前總統曼德拉(Nelson Mandela)，運用此用語闡述一個具包容性與平等的世界。 

本次會議的主題將探討一個預想的未來，在其中，教育發展是一種道德志業，塑造人們的心 

靈，以擁抱與社會經濟平等息息相關的人文主義，將世界視為一個複雜的整體，一個由多樣人種、 

自然與地球所形成相互聯繫依存的生態系統。 

人文主義教育的願景是與 Ubuntu 協調一致的，在這個具有包容性，孕育自主性與人性的世界 

中，Ubuntu 啟發了多樣的世界觀、本土認識論及不同的意識型態思想流派。人文主義教育願景可 

作為不同地方的學者、決策者、實務工作者和學習者的指引。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以 Ubuntu 價值為基礎之教育活動所建構的未來，是一個解構主流現代主 

義感性與理性二元對立認識論的歷程。由 Ubuntu 所啟迪的教育，是建立在解放的、有文化內涵 

的、轉化的、本土化的、以及增權賦能的哲學、教育學以及課程框架上。本次的年會即是提供一個 

機會反思這種教育的可能性。 

本研討會除了接受與上述主題相關之論著外，亦歡迎以下相關議題的投稿：一、在區域及全球 

層面上，批判地檢視現有學習與測驗系統中的理論、實證及實務問題。二、對本土認識論進行仔細 

探討，並檢討現有質性與量化研究方法的限制與可能性。 

◆ 研討會重要期程： 

1.摘要繳交起訖日期： 2014 年 6 月 30 日至 2014 年 12 月 1 日（摘要字數： 500-750 字） 

2.早鳥報名優惠期限： 2014 年 8 月 6 日 

◆ 研討會網站： http://cies.us/2015cies/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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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ies.us/2015cies/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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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比較教育學會 (Comparative Education Society in Europe, CESE) 第二十六屆雙年年會於今 

(2014) 年6月在德國西南部知名的大學城Freiburg 召開，本次大會的主題為「教育空間的治理：轉

變的知識、教學與學習」 (Governing Educational Spaces: Knowled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ran-

sition)，旨在透過比較教育的觀點，探討近年來受到教育學界廣泛關注的教育治理之議題。大會於

徵求論文的告示中即指出，各國教育治理的轉變並非是孤立的，而是受到全球經濟文化變遷以及日

益緊密國際互動的影響，因此比較教育研究擁有獨特的位置，可探討教育治理的背後動力。 

本次會議一開始即安排兩場重量級的主題演講，分別由英國Bristol大學 R. Dale教授與英國牛

津大學J. Ozga 教授擔綱。J. Ozga 教授以她近年來所關注的教育視導 (school inspection) 為切入點，

闡述治理形態的改變也造成知識形態的改變，資料與專家意見因而成為教育治理的重要知識，也使

比較成為治理的基本原則。透過對於歐洲幾個國家教育視導的實證研究，她主張新的教育治理知識

形態已經建構出歐洲教育政策空間 (European Education Policy Space)，並影響到各國教育政策的制

定。Dale 教授與Ozga 教授都是教育政策領域知名的學者，著作豐碩且具開創性，能夠親自聆聽大 

師講座，自是令人興奮。  

研討會的論文發表則是分為五個工作群組 (Working Group) 同時進行，也就是同一時間有五個

場次的論文發表。五個工作群組分別為：治理知識與教育政治學 (Governing Knowledge and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學校教育與學校的治理 (Governing Schooling and Schools)、教師與教學的治

理 (Governing Teachers and Teaching)、學習與學習者的治理 (Governing Learning and Learners)、學

校教育之外教育的治理 (Governing Education beyond Schooling)。一個場次通常安排三至四篇的論

文發表，時間安排上算是充裕，也保留接受提問與互動對話的時間。以筆者所參與的幾個場次來

看，雖然參與人數不算多，但是多能主動向論文發表者提出問題與回饋，有時對話的精彩程度並不

下於論文發表的內容。筆者認為，這關鍵係因為與會者都是各國對於比較教育感到興趣的研究者，

其中還有些是這個領域的知名學者，雖然並未出現於論文發表名單中，但是他們仍然積極參與，並

給予後進學者寶貴的建議，他們的出席著實令人驚喜。例如筆者是在某個場次的問題討論中，見到

柏林洪堡大學比較教育學講座教授J. Schriewer 先生，雖已退休，仍然遠道前來，並提出精闢的回 

饋建議，實在令人感佩。 

除了精彩的論文發表外，大會也精心安排各式的社交活動。大會第一天晚上安排的是當地市長

的歡迎茶會，並選在Freiburg當地頗富歷史意義的中古世紀商貿會館(Historische Kaufhaus) 大廳舉

行，市長Salomon博士親自出席茶會，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前來參加本次盛會。筆者參與多次

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然而見到由當地政府首長邀請的歡迎茶會卻是首次。當天茶會形式不拘，與會

人士可以自由走動與交談，並可以加入其他小團體的談話，這樣的安排讓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可以

相互認識，也讓大家在接下來幾天的研討會中有更多相互交流的機會。另外一提的，歐洲的學術研

討會多在大學舉行，而不是租用高級飯店為場地。本次會議舉辦地點為現任歐洲比較教育學會會長

Hans-Georg Kotthoff 教授所執教的Freiburg教育大學 (Pädagogische Hochschule Freiburg)，該校是以

培養基礎學校 (Grundschule)、主幹學校 (Hauptschule) 以及實科學校 (Realschule) 的師資為主， 

張炳煌/本會會員、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歐洲比較教育學會與會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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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於臺灣的師範校院，因此感到幾分的熟悉與親切，而目前德國也只有Freiburg所在的Baden- 

Württemberg 邦仍保有此類型的高等教育機構。 

本次會議匯集眾多比較教育的學者共聚一堂，探討議題寬廣，論文內容精彩。論文發表者不僅

透過比較教育的觀點，探討教育治理的核心議題，並且試圖運用新的理論或方法，為比較教育研究

尋找新的定位與取向。透過本次研討會，不僅可以相互瞭解不同國家的教育治理措施，並且可以學

習新近的研究取向與議題。此外本次研討會亦重視交流互動的安排，每個場次之間皆安排半個小時

的茶敘時間，大會提供簡單的飲料與輕食，可讓與會學者輕鬆的交談各種學術訊息和研究心得。雖

說本次會議係屬於歐洲比較教育學會的年會，但也有不少來自亞洲的比較教育學者與會，可謂是國

際比較教育學界的一場盛事。筆者很榮幸得有機會參與此一盛事，收穫匪淺，故特此紀要，並與本

會會員分享。 

頁 4 

◆ 網址：http://www.cese-europe.org/2014 

http://www.cese-europe.org/2014


各國教育改革及現況 

頁 5 

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會訊 

芬蘭高等教育系統自2013年起採用新經費分配模式 

據 2013/14 年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全球競爭力報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GCR）報導，全球競爭力排名 1 至 5 名的國家分別為瑞士、新加坡、芬蘭、

德國與美國。前揭報告係依照三大構面（基本需求、效率強化，以及創新與成熟度）、12 項要素

（公共制度、基礎建設、總體經濟環境、健康與基礎教育、高等教育與訓練、商品市場效率、勞動

市場效率、金融市場發展、技術準備度、市場規模、商業成熟度、創新），與 111 個細項指標，來

評估全球 148 個經濟體之國家競爭力，若進一步就其中高等教育與訓練指標而言，則以芬蘭排名 

第一。（Schwab, 2013）。 

芬蘭為北歐福利型國家之一，向來以重視教育、強調創新，與發展科技聞名，尤其近二十年 

來，政府積極支持教育與科技發展，致力於培育高級人才，讓芬蘭教育逐漸走出一條獨具特色的 

成功之路。惟儘管以福利型國家理念為基礎的芬蘭教育制度，在全球化浪潮中克服了部分不利因

素，成功塑造了「芬蘭模式」；但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影響與滲透下，芬蘭仍不可避免地受 

到市場化趨勢的衝擊，也讓傳統深具教育公益特質的高等教育發展面臨極大挑戰。 

在此情況下，為提升高等教育資源配置效率，芬蘭教育部於 2011 年召集「高等教育經費編列

研議小組」，規劃新的經費分配模式，同時修正大學法，讓新模式得以在 2013 年開始實施。就其

內容觀之，一般大學和技術學院在經費分配項目上有所差異，前者分為教育、研究，以及其他教 

育與科學政策考量三部分，權重分別為 41%、34%，以及 25%；後者則僅分為教育與研發兩部 

分，權重分別為 85%與 15％，各大項下再細分指標細項，各指標所占權重則每年視需要進行微調

（Finnish Ministry of Education , 2011）。芬蘭政府希望能透過經費分配方式之變革，達成教育部 

所設定之 2020 高等教育願景，亦即：改善品質、促進國際化、明晰圖像、提高效率，以及強化影 

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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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wab, K. (2013).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3-2014. Retrieved from http://

www3.weforum.org/docs/WEF_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_2013-14.pdf 

 

Finnish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1). Proposal for a reform of the university financing model from 

2013. Retrieved form http://www.minedu.fi/OPM/Julkaisut/2011/yliopistot.html?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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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聯邦教育與研究部擬定了「促進教育實證研究之框架計畫」（Rahmenprogramm zur 

Förderung der empirischen Bildungsforschung）；此框架計畫首先明確地指出，德國教育不僅應「向

國際化靠近」，而且必須建立在實證分析之基礎上；質言之，教育研究應當為改革進程中的教育部

門，提供實證性、可信賴的訊息，擬定這個框架計畫就是為了促進教育之實證研究（BMBF, 2007, 

 p. 2）。尤其應該改善教育體制之產出導向調控（outputorientierte Steuerung），其具體措施包括：

(1)保障和發展由聯邦教育與研究部資助之教育研究品質；(2)獎助學術後進；(3)推動國際交流；

(4)改善學術研究國際化之基礎設施；(5)蒐集與公布教育研究成果之相關資訊（BMBF, 2007,  

p.4-5）。 

2008 年，聯邦教育與研究部制定了《聯邦政府之學術與研究國際化策略》（Strategie der Bun-

desregierung zur Internationalisierung von Wissenschaft und Forschung）；該文件明確地指出，中國、

印度和韓國等國家大幅挹注研究與發展的經費，已經成為美國與日本之外，德國最重要的合作夥 

伴和競爭對手，未來德國除了與美日合作外，亦應與這些亞洲國家建立合作關係（BMBF, 2008,  

p. 10-11）。或許是德國高等教育之國際化策略卓有成效，而使其外國學生佔其整體高等學校學生 

的比例一直保持穩定，如圖 1 所示。 

 

圖 1 1998 至 2013 年外國學生佔德國高等學校學生之比例 

 

 

 

 

 

 

 

資料來源： Statistik-Portal（2014） 

 

據推估，至 2025 年，至德國的國際學生累計人次將從 2000 年的 180 萬增加為 720 萬；大幅增

加的國際學生，將使得德國在國際教育領域名列前茅，而僅次於美國和英國（BMBF, 2008, 

 p.10-11）。國際學生的增加除了能加速德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進程外，亦對於德國大學的聲望有

所提升。 

德國大學之學術研究國際化策略 

張源泉/本會會員、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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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吸引外國學者部分，聯邦教育與研究部提出，為了提高其在德國學術研究機構之比例，應 

當推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職位聘任制度，也就是其聘任方式與待遇能與先進國家看齊。依據德國 

外交部（Auswärtiges Amt, 2014）截至 2011 年 9 月的統計，德國高等學校已與 140 個國家近 4,000

所高等學校建立了 2 萬餘個不同類型的夥伴合作關係，有近 5 千名德國學者在國外大學任教和從 

事研究工作、有 2.6 萬名國外學者在德國高等學校參與教學與研究，另外有 2.62 萬人參與德國校 

外研究機構的研究工作。 

甚至為了能聘請國際級學者至德國大學任教，德國在進入 21 世紀伊始即啟動了教授薪資制 

度改革，鬆綁過去齊頭式的薪資基準，而邁向自由化，此正如聯邦教育與研究部所提出的報告書 

所言： 

新式薪資制度不設置教授薪資上限，此一改革突破了以往的薪資上限，而為高等學校重要的教學與研究領  

域，從國外或經濟界引進傑出專家鋪平了道路（BMBF, 2002, p.4）。 

而且為了幫助外國學者與學生能儘快融入德國環境，還制定了一個「國家級融入計畫」

（Nationaler Integrationsplan, NIP）（Bundesregierung, 2007）。這些規劃都是為了能使客居德國的 

專家與學生能在德國安居樂業，在學術研究上做出更好的貢獻。 

為了增益德國作為世界研究中心的條件，此策略提出，應建設好國際一流的研究基礎設施， 

與歐洲和全球層面的先進水平看齊；另外，為贏得更多的國外合作夥伴，就必須敦促德國大學在 

國外建立一些學術研究的分支機構，或與國外的合作夥伴建立合作機構（如合資經營） 

（BMBF, 2008, p.20）。 

此外，準確分析學術研究之國際趨勢，是德國能夠制定出成功策略的前提條件，因此應建立 

國際監測機制（internationales Monitoring），才能及早獲知並評估國際學術活動的重要資訊，為德 

國學術研究系統確立一個國際化的基準（BMBF, 2008, p.26-27）。 

綜合來看，德國學術研究之國際化政策，著重於使德國成為世界的精英中心；其具體措施包 

含改善學術研究基礎設施的建設、大量引進外國優秀人才，並與國外組織建立順暢的聯繫網路和 

合作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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