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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會訊 

今年度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國際研討會將與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

心基金會(HEEACT)共同舉辦，大會主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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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velopments and Trends in Asia)，舉辦日期預計為 10 月 3 日（星期五）。大會

除將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擔任專題演講者之外，HEEACT 也將透過國際連

結，對國外品保單位、大學與研究機構徵求稿件，以中、英文為發 

表語言，擴大會議的參與廣度，歡迎有興趣之會員踴躍投稿。 

在加強兩岸三地比較教育學會交流方面，本會持續投入與關注，目前也 

有顯著的發展。今年(2014 年)香港比較教育學會舉辦之年度會議，已經正式 

邀請本會王如哲理事長，以及中國大陸王英杰會長擔任大會的專題演講者， 

提供三方合作與對話空間。本會除理事長之外，楊武勳理事、詹盛如秘書 

長、陳怡如組長與楊正誠組長也將會發表論文。本次會議主題為「全球脈絡下

的政策與教育發展」(Policy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Con- 

text)，日期為 2 月 28 日至 3 月 1 日，地點在香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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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英國國際與比較教育協會年會 

◆ 研討會主題：權力、政治與比較與國際教育之優先重點  

◆ 研討會日期： 2014 年 9 月 8 ～ 10 日  

◆ 研討會地點： University of Bath, 英國  

◆ 研討會主題說明： 

        本次會議旨在激發與會者省思「比較」如何運用在廣泛政治議程中，探究教育政策和實踐中的

權力關係，批判省思當代研究的優先重點。本次會議歡迎有關比較與國際教育任何主題的文章，包

括以下面向的研究：實證研究、單一國家的案例研究、政策分析、統整性的分析、理論探究、以及

其他相關的研究，如國際發展研究和青少年研究。茲將本次會議子題簡要摘述如下，若需較為詳細

的說明，請參閱該研討會網站（如文末所示）。  

1.政治學、方法論和國際比較 

  本子題探討國際學生學業成就測驗的潛力與困難，藉以輔助教育政策制定。歡迎從質性及量性 

方法論發展的角度，探究不同的政治學、社會學、認識論與倫理觀點，反思這些趨勢的發展。 

 

        2.課程的國際化與脈絡 

  本子題將特別討論關於學校層級的教育、國際課程、國際學校和國家脈絡下的教育國際化。 

 

3.跨文化認同：國際化教育中的語言和權力 

  本子題將探索國際語言作為學術共通語言的運用，以及其他有關教育中語言與權力的議題。可 

能的主題包含：英語在科學與學術用語的宰制、語言政策與潛在課程之間的連結、以及全球化教育 

脈絡下「少數族群」語言所扮演的角色。 

 

4.全球政治經濟中的技能和知識 

  許多國家都將「知識經濟」列為首要策略，此一策略特別強調教育的重要性。本子題歡迎針對 

「技能」與「知識經濟」這兩個概念進行批判性檢視的論文。 

 



◆ 研討會重要期程： 

1.專題研討會摘要繳交截止日期： 2014 年 2 月 28 日 

2.個別論文摘要繳交截止日期： 2014 年 4 月 25 日 

3.早鳥報名優惠期限： 2014 年 5 月 31 日 

◆ 研討會網站： http://baice.ac.uk/ai1ec_event/power-politics-and-priorities-for- 

                  comparative-and-international-education/?instance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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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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教育中的衝突類型和正義理念 

  越來越多人投入教育與衝突或危急情境下的教育活動之研究，學者們也持續探索教育與正義之

間的關係。本子題歡迎關注這些相關議題的學者投稿，公開討論和探索教育、衝突以及正義概念之 

間的聯結。 

 

6.全民教育的新重點和夥伴關係：兒童、青年和學習 

  本子題歡迎針對以下問題進行探究之論文：變動的政治局勢、議題、理論和目標對於 2015 年後

之孩童、青年和學習的意義為何？新型態夥伴關係如何為貧困兒童和青少年創造機會？有什麼創新

和教學方式能提昇教學與學習，藉以促進發展？ 

 

7.全球教育治理的新政治學 

  在全球化的進程中，處於發展狀態中的治理架構提供了國家和非國家之行動者嶄新的機會，本

子題旨在探討變遷中的治理架構下教育政策的變化。重要的議題包含： 

            (1)傳統和新興國家、區域性、以及超國家機構交雜的教育政治學 

            (2)非國家、商業性與非政府機構興起後的教育治理 

            (3)私人營利與非營利教育部門的教育政策與實踐 



各國教育改革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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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照耘/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法國推動高等教育身心障礙大學生就學介紹 

  當今世界主要國家皆逐漸開始重視身心障礙大學生在高等教育中求學與後續就業工作議題，

主要目標即是發展一更具社會公平正義的高等教育（OECD, 2009）。就國際發展趨勢來看，總部

設置於法國巴黎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也於 2011 年出版《高等教育身心障礙融合教育與就業，教育與職訓政策》（Inclusion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Tertiary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olicy）報告

書，以捷克、丹麥、法國、愛爾蘭、挪威與美國為主要探討對象，針對各國於身心障礙之界定、 

身障學生人數統計資料、國家政府政策、經費運作、預備資源、支持服務、專業人員訓練、家長 

與社區之投入與未來展望等 9 大主題進行檢視研究，並提供相關建議（OECD, 2011）。 

  法國自 2005 年 2 月頒布「身心障礙者權利、機會均等暨公民社會參與法」後，影響所及，各

大學開始重視身心障礙大學生在高等教育之相關就學與後續就業輔導。2007 年 9 月法國高等教 

育暨研究部與全國大學校長聯席會議（Conférence des Présidents d'Université, CPU）共同簽署「大

學與身心障礙憲章」（Charte Université-handicap），中央明確宣告重點工作為促進高等教育中身

心障礙大學生之融合教育與學業成就（l’intégration et la réussite des étudiants handicapés），以及 

充分保障身心障礙大學生之教育機會均等與其公民參與社會的權利（l’égalité des droits et des 

chances, la participation et la citoyenneté）（CPU, 2007）。同年 11 月，全國大學校長聯席會議出版

《大學接待身心障礙大學生指南》（Guide de l’accueil de l’étudiant handicapé à l’université），提供

大學行政人員與教師各項相關事項的具體處理原則與方法，使各大學針對身心障礙學生發展共同

實施方法，並力求執行上維持一致良好品質（CPU, 2007）。 

2012 年 9 月，全國大學校長聯席會議再度出版《大學伴隨身心障礙大學生指南》（Guide de 

l’accompagnement de l’étudiant handicapé à l’université），在新指導手冊中，除持續於前一版手冊 

的政策方向外，新版手冊最大特點是呈現五年來許多大學處理身心障礙大學生就學與就業輔導的

辦法與實例說明。誠如在此指南手冊中開端說明，法國自 2005 年實施「身心障礙者權利、機會均

等暨公民社會參與法」後，身心障礙大學生就學人數從 2005 年之 6,500 人增加至 2010 年的 

11, 000 人，人數的成長一方面歸功於中小學教育推動的身心障礙學童融合教育（intégration des 

enfants en situation de handicap）成功，另一方面亦是因各大學積極推動身心障礙大學生就學與工

作，使這些學生能依其才智在高等教育接受教育，並依其所願往上發展，甚至取得博士學位 

（CPU,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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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白宮新聞辦公室表示，高等教育雖是個體對未來最重要的一項投資，但不可諱言地，美國

公立大學正處於史無前例的高收費狀態，政府雖已透過各項措施來改善高等教育的可負擔性，但 

仍難敵學費上揚造成的負面效應。美國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調查報告也顯示： 1.過去三十

年來，美國公立四年制大學平均學費調漲了 250%，但同時期一般家庭薪資所得僅成 16%； 2.政府

補助減少導致學生必須分擔更多教育成本，過去 25 年來，公立大學學雜費收入占學校總收入之比 

率從 25%提高至 47%，幾乎增加一倍； 3. 2004 年入學的四年制全職大學生，在 6 年內畢業者僅有

58%； 4.整體而言，高等教育雖仍是一項有利投資，但學生畢業後平均要負擔約 26,000 美元（折合

新台幣約 780,000）之債務，且貸款違約比率也不斷提升； 5.過多的美國年輕人在準備為成家立業 

與儲蓄退休金努力時，已背負著因就學而產生的債務。 

        有鑑於此，為了讓大學負起更多績效責任，並提高學費的可負擔性，美國聯邦政府預計 2015 學

年前推出全新的「大學分級系統」（College Ratings System），蒐集各校在弱勢學生錄取率、學校

收費標準、平均貸款金額、學生畢業率與轉學率、畢業生薪資收入、畢業生再進修比率等指 

標上的表現，進而評估大學績效並對學校進行分級。 該系統旨在提供學生與家長更多有價值的資 

資料來源： 

Conférence des Présidents d'Université（CPU）(2007). Guide de l’accueil de l’étudiant handicapé à 

l’université [Version électronique] . Paris : CPU. 

Conférence des Présidents d'Université（CPU）(2012). Guide de l’accompagnement de l’étudiant 

handicapé à l’université [Version électronique] . Paris: CPU.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09). Country Report for Nor-

way: Pathways for Disabled Students to Tertiary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Retrived from http://

www.oecd.org/dataoecd/ 41/18/43412766.pdf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1). Inclusion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Tertiary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olicy. Paris: 

OECD. 

美國籌設全新「大學分級系統」，促使大學負起績效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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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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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協助其做出較明智的選校決定。此外，歐巴馬總統亦指出，未來俟分級系統建置完成後，將 

研議在《高等教育法案》中，明定將大學分級結果與聯邦補助款掛勾的可行性，讓表現較佳的學 

校可獲得較多的培爾補助金與學生貸款利息補貼，藉此提高政府經費的分配效率。 

目前該分級系統仍在籌設階段，由於影響範圍廣泛，為了蒐集學生、家長、校方等政策利害 

關係人對新系統之意見與建議，讓系統更為完備且能符應美國高等教育之多樣化特性，教育部已於

2013 年 11 月分別在加州、維吉尼亞州、愛荷華州，與路易斯安那州共四所大學辦理論壇，同時規

劃後續將透過會議討論與市政諮詢等多元管道來蒐集各方意見。在此同時，教育部也發出資訊需求

公告（Request for Information, RFI），徵求資料庫專家與研究人員共同參與該計畫。前述四場論壇

結果將公布於教育部網站（www.ed.gov/college-affordability）上，供社會大眾瀏覽下載。 

資料來源： 

Field, K. (2013). 3 big challenges Obama’s college-rating plan will face at public forum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chronicle.com/article/3-Top-Concerns-Obamas/142825/ 

The White House (2013). Fact sheet on the president’s plan to make college more affordable: A better bar-

gain for the middle class. Retrieved from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8/22/

fact-sheet-president-s-plan-make-college-more-affordable-better-bargain- 

http://www.ed.gov/college-affordability
http://chronicle.com/article/3-Top-Concerns-Obamas/142825/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8/22/fact-sheet-president-s-plan-make-college-more-affordable-better-bargain-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8/22/fact-sheet-president-s-plan-make-college-more-affordable-better-bargain-


頁 7 

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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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uality Assurance in a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rea: A    

                   Case Study Approach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國際高等教 

                  育區域的品質保證: 個案研究取向與比較分析）  

出版年： 2011 

出版商： VS RESEARCH  

作    者： Andrea Bernhard  

內容簡介： 

    本書以近期備受國際關注的高等教育品質保證為核心議題，透過個案研究與比較分析方法，針對奧

地利、德國、芬蘭、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六國之高等教育品質保證機制運作情形進行深入研究。此外，

作者也運用訪談法，諮詢對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學有專精之國際學者，以及個案國家國內學者之意見。本書

在章節安排的部份，首先論述高等教育品質保證的相關學理基礎，包含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功能分化、私

有化、國際化；接續分析高等教育品質保證的興起、歷史、學理定義、外界批判，與高等教育品質保證的

國際化；再次探討上述六國高等教育品質保證的治理機制，並分析專家訪談的結果；本書最後一章則就

前述六國高等教育品質保證機制進行綜合比較後，進一步提出對於高等教育品質保證的四項建議。第一，

高等教育品質保證機制需要積極對應高等教育的功能分化體系；第二，高等教育品質保證應建立可靠的

高等教育機構、學程、與教授的資料庫；第三，高等教育品質保證需納入多元利害關係人的觀點；第四， 

高等教育品質保證需將未來國際高等教育區域形成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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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