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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訊息 
陳怡如/秘書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副教授  

第三屆兩岸四地比較教育論壇於 2016 年 4 月 15 日

（五）和 16 日（六）在香港教育學院舉辦，本會由楊瑩理

事長、陳怡如秘書長、以及本學會《比較教育》期刊編輯委

員蘇永明教授、王俊斌副教授、黃柏叡副教授代表學會出席

並進行論文發表。會中並決議第四屆兩岸四地比較教育論壇在澳門辦理。  

 

又，第 16 屆世界比較教育年會(WCCES)預計於 2016 年 8 月 22-26 日於北京

師範大學舉辦，本年度的主題為 Dialectics of Education: Comparative Perspec-

tives，會中也預計同時進行會長、秘書長與財務長的改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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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學會動態 
陳怡如/秘書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副教授 

一、世界比較教育學會年會 

研討會主題： Dialectics of Educatio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研討會地點：北京師範大學 

研討會日期： 2016 年 8 月 22 – 26 日 

研討會網站： http://www.wcces2016.org/Home/Default 

二、第 44 屆大洋洲比較與國際教育學會年會( 44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Ocean-

ia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OCIES) 

研討會主題： Exploring equity gaps in education: Toward unity, not uniformity 

研討會地點：雪梨大學 (University of Sydney) 

研討會日期： 2016 年 11 月 24 –26 日  

早鳥投稿日： 2016 年 6 月 1 日 

最後報名截止日： 2016 年 7 月 1 日 

早鳥註冊日： 2016 年 9 月 1 日 

研討會報名截止日期： 2016 年 10 月 1 日 

研討會網站： https://ocies.org/conference-2/ 

研討會子題： 1. How are equity gaps framed? 

2. How are equity gaps addressed? 

3. How are equity gaps measured? 

4. How are equity gaps produced? 

5. How are equity gaps rep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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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教育改革及現況 

日本國立大學新近改革動態： 

內部資源分配的績效制度化與校長權責強化 

日本文部科學省(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XT)日前公布

規劃於 2016 年開始進行的國立大學改革計畫(National University Reform Plan)，自 2016 年開始改

革國立大學以維持其競爭力，建立有關國立大學內部結構調整的規劃，日本政府宣稱能夠強化其

國立大學的特質，並且認為可以增加日本國立大學的自主性。該計畫認為日本國立大學有五項需

要強化的面向：（1）各國立大學對於自我優勢和特質的強化；（2）全球化的程度；（3）創造

創新的程度；（4）強化人力資源發展的程度。日本政府接續要落實上述目標的策略是，日本政

府將重新檢視「國立大學與評鑑的支出經費管理原則（The principle of the management expense 

grants for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evaluation）」，並且計畫要根據 2013 年到 2015 年會計年度的國

立大學現況進行大幅修正。 

日本政府對於國立大學現況的評估指標是：（1）參考各所國立大學的優勢和特質的發展狀

況，並且參考各所國立大學所處社會經濟環境的改變以及學術研究的發展，定期去檢視各國立大

學內部資源的分配，並且會定期改革國立大學經費預算管理的分配辦法；（2）國立大學要建立

檢核指標計畫（Plan-Do-Check-Act, PDCA），形成循環性的歷程以確認各國立大學的改革狀態，

並且要和國立大學內部經費分配進行連結。日本文部科學省宣稱這樣的改革是要優化國立大學的

內部經費運用的效率和效益，強化各所國立大學的優勢和特質。 

文部科學省希望未來日本國內的國立大學的未來發展方向有三：（1）發展教育和研究的國

際化：發展國際等級的教育內容和研究，透過國立大學內部頂尖研究的發展建立創新的文化；

（2）建立國家級的研究中心：國立大學建立內部跨領域學位學程，建立國立大學之間的合作關

係並合作建立頂尖研究中心；（3）鼓勵國立大學成為區域強化的核心：國立大學根據所處區域

的需求，建立人力資源發展中心。 

日本文部科學省進一步列出五項國立大學的未來發展具體目標：（1）建立國立大學校內資

源分配的定期修正系統；（2）改革人力資源和薪資系統以強化引進國內和國外學術人才的能

力；（3）加強國立大學校長能夠行使領導和治理的權力；（4）在 2020 年讓日本人留學國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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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會訊 

來日本留學的外國人人數加倍；（5）在未來十年讓至少十所日本大學進入世界百大；（6）建立

二十間以上由大學發起成立的產業或商業公司。 

全球高等教育的排名競爭以及人才流動的國際化對於國家發展的效益假設顯然影響了近年日

本政府對國立大學的高等教育政策，而且最新的發展由過去政府對於整體大學的績效要求，發展

到近期是重視國立大學內部的組織重整與管理績效責任化。事實上，國立大學一方面具有公共

性，但另一方面又享有高度學術聲望、大學自主和學術自由。日本政府試圖引入部分新公共管理

（New Public Management）的原則進入國立大學內部的組織革新，例如在國立大學內部採取私部

門的經費預算管理策略、在國立大學內部管理引入競爭機制、重視國立大學的內部管理的效率，

以及在國立大學內部實施明確的績效目標與責任。並且試圖透過強化國立大學校長的權力來落實

這些改革。日本對於國立大學的新高等教育改革策略是否會造成大學內部科系的重整或進一步提

升國立大學的學術表現和國際化的程度。同時，在校內的國際化和績效責任下，國立大學內部治

理的資源分配所可能產生的潛在內部衝突和組織向心力問題，值得後續的研究關注。  

 

資料來源：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Japan (2016). National University Re-

form Plan. May 10th, 2016 Retrieved from http://www.mext.go.jp/english/topics/__icsFiles/

afieldfile/2014/03/13/1345139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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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教育改革及現況 

英國「商業創新與技能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 BIS）於 2016 年 5 月

16 日公布《知識經濟的成功：教學卓越、社會流動

與學生選擇》（Success as a Knowledge Economy: 

Teaching Excellence, Social Mobility and Student 

Choice）高等教育白皮書。 

前述白皮書中最受矚目的改革重點有二，其一，

為主管機關中教學與研究重要單位的整併，包括在教

學方面將創設一「學生辦公室」（Office for Students, OfS）負責整合原「公平入學辦公室」

（Office for Fair Access, OFFA）以及「英格蘭高等教育經費補助委員會」（Higher Education Fund-

ing Council for England, HEFCE）中教與學的功能。另在研究方面，則規劃以「英國研究與創新」

（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UKRI) 之半官方機構來整合原七個研究委員會、英國創新部門

（Innovate UK），以及 HEFCE 中和研究與創新有關的職能。 

其二，則是繼 2014 年將研究評鑑作業（RAE）成功轉型為研究卓越架構（REF）後，英國政

府又將焦點置於教學評鑑制度的改良上，研議推出「教學卓越架構」（Teaching Excellence 

Framework, TEF）。未來教學卓越架構除透過學生滿意度、學生續學率（即輟退學率）和就業情

形等評鑑指標來評估學校表現外，也將納入其他量化指標、學校的質性說明以及專家同儕審查等

判斷標準。值得注意的是，未來各校教學評鑑結果將與其學費可調整幅度有關，換言之，參加教

學評鑑的學校，其評估結果將被分為「符合預期」、「卓越」與「傑出」三個層級。自 2019/20

年起，被評為「卓越」與「傑出」的學校可依通膨率調漲學費；被評為「符合預期」的學校，可

依通膨率的 1/2 來調整學費；至於評鑑結果不佳者，則可能被要求調降學費。 

目前仍有許多學者對於白皮書的內容提出批評，包括教學卓越架構規劃採用的評鑑指標無法

有效測量學校教學品質，另以畢業生薪資收入來評估學校表現，對於那些容納較多低社經家庭子

英國公布高等教育白皮書，單位整併與教學評鑑改革為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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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研究員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23396/bis-16-265-success-as-a-knowledge-economy.pdf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23396/bis-16-265-success-as-a-knowledge-economy.pdf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23396/bis-16-265-success-as-a-knowledge-econom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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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學校可能是一種懲罰，有違英國政府擴大弱勢學生參與高教之政策目標等等。為回應社會大

眾的質疑，英國政府也承諾將放緩改革步伐，並持續蒐集各界意見，相關政策未來如何發展，值

得我們持續關注。 

 

資料來源： 

Havergal, C. (2016). HE White Paper: TEF link to fees stays, but will be phased in. Times Higher Educa-

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news/he-white-paper-tef-link-fees-

stays-will-be-phased 

Havergal, C., & Grove, J. (2016). Higher Education White Paper: key points at a glance. Times Higher Ed-

u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news/higher-education-white-

paper-key-points-glance 

Jill, J. (2016). HE White Paper: Five key talking points. Times Higher Edu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

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blog/he-white-paper-five-key-talking-points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content/chris-havergal-0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content/chris-haverga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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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教育改革及現況 

法國大學校院身心障礙學生入學考試改革介紹 
黃照耘/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副教授 

近年來，各國受國際趨勢影響，紛紛全力發展更完善的「高等教育身心障礙特殊教育支持服務

系統」（Disability support service system in higher education），因為此一支持服務系統的建立有助

於身心障礙大學生之求學就業，可更有效與適性培育與開發身心障礙者專業人才，藉此除可達多元

的人力發展目標，也能全面提升其生活品質。在國際研究方面，由法國研究身心障礙高等教育國際

發展專家 Serge Ebersold 主導，並由總部設置於巴黎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1（Organisation de 

Coopération et de Développement Economiques, OCDE）於 2012 年所出版《身心障礙青年朝向高等教

育與就業之轉銜》（Les transitions vers l’enseignement tertiaire et l’emploi pour les jeunes 

handicapés）的調查研究報告，針對捷克、丹麥、法國、荷蘭、挪威等國家現行於身心障礙學生於

高中升學轉銜進入高等教育之相關問題，如：高中對身心障礙高中生轉銜準備之態度以及高等教

育校院所應具備的入學策略與支援（les stratégies d’admission et de soutien）提供相關說明與建議

（Ebersold, 2012）。 

多方資料顯示，雖然目前世界各主要教育發展先進國家皆已逐漸重視身心障礙學生接受高等

教育的權利與提高其就學機會。然而，對於身心障礙學生而言，進入高等教育體系就學（l’accès à 

l’enseignement tertiaire）仍有困難。其中，即以各國於大學校院身心障礙學生所進行的入學考試方

式最值得注意與研究。因為，就一般普通教育（後簡稱：普教）而言，大學入學考試與計分方式與

高中教學與學生學習以及後續的大學招生方式與選才設計有著密切關聯，便如同鐵三角一般環環

相扣，相互影響也彼此引導（大學入學考試中心，2013a）。 

目前法國大學校院身心障礙考生入學考試方式直接相關的政策改革，主要是 2005 年頒布的

《身心障礙者權利、機會均等暨公民社會參與法》，同年 12 月亦公告實施的《中小學暨高等教育

身心障礙考生考試與競試調整方式律令》（Décret relatif aux aménagements des examens et concours 

de l’enseignement scolaire et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pour les candidats présentant un handicap），

即是為保障身心障礙考生於各類考試應有的公平權益，使其能順利進入各階層學校就學，包含高等

教育大學與高等專業學院，使身心學生能夠接受適合其生涯職業發展目標的高等教育。在 2007 年

與 2009 年，亦再對欲報考特定農業科技（Décret no 2007-1403 du 28 septembre 2007 relatif aux 

aménagements des examens et concours de l’enseignement technique agricole et de l’enseignement 

1「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法文簡稱為 OCDE，其英文稱謂為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

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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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érieur agricole pour les candidats présentant un handicap et modifiant le code rural (partie 

réglementaire)）與文創科系類別（Décret no 2009-1246 du 15 octobre 2009 étendant au ministère 

chargé de la culture les dispositions du décret no 2005-1617 du 21 décembre 2005 relatif aux 

aménagements des examens et concours de l’enseignement scolaire et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pour les candidats présentant un handicap）的身心障礙學生，特別制定相關的大學入學考試相關調

整規則（JORF, 2009）。 

在考量法國大學身心障礙學生入學考試議題時，實先受上述於普教高教入學制度所影響。法

國國家高等身心障礙教育研究院（Institut national supérieur de formation et de recherche pour 

l’éducation des jeunes handicapés et les enseignements adaptés, INSHEA）以質性訪談所完成的高中生

升學高等教育與後續就業的研究中，亦曾建議須加強高中、大學以及各身心障協會的溝通合作方可

建立適合於各類身心障礙學生考試與入學的方式（INSHEA,2011）。 

參考資料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2013）。大學招生及入考試調整研究方案 分區座談會會議手冊。取自：

http://www.ceec.edu.tw/default.htm 

Ebersold, S. (2012). Les transitions vers l’enseignement tertiaire et l’emploi pour les jeunes handicapés. 

Paris : OCDE.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JORF) (2009). Décret no 2009-1246 du 15 octobre 2009 

étendant au ministère chargé de la culture les dispositions du décret no 2005-1617 du 21 décembre 

2005 relatif aux aménagements des examens et concours de l’enseignement scolaire et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pour les candidats présentant un handicap. JORF du 17 octobre 2009. 

Récupéré de http:// www.legifrance.gouv.fr/ 

Institut national supérieur de formation et de recherche pour l’éducation des jeunes handicapés et les 

enseignements adaptés (INSHEA)(2011). Les parcours des élèves et étudiants ayant des besoins 

éducatifs particuliers vers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et l’emploi : Etude de cas Rapport de la France. 

Paris : INS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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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教育部公布 “讓每個孩子成功法案 (Every Stu-

dent Succeeds Act; ESSA)” 實施規章，美國中小學教育

改革又將面臨新挑戰! 

羅雅惠/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美國總統 Barack Obama 於 2015 年 12 月簽署通過最新中小學聯邦教育法案 “讓每個孩子成功 

(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 ESSA)” 來取代已實施超過 10 年以上之 “No Child Left Behind (NCLB)” 法

案。為了使新法案能盡快推展、實施，美國教育部於 2016 年 5 月 26 日公布 ESSA 實施規章(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 Regulations)以提供家長、學生以及第一線教育相關人員參考。ESSA 與 NCLB

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 ESSA 鬆綁了 NCLB 所推行之單一學生成就評量制度以及僵固的表現不佳學校

之問責制度。新法案也限縮了聯邦政府對於地方學區和學校的掌控權以提供州政府和地方學區較

大彈性來針對當地學生學習表現與學校之運作狀況來因地制宜規劃並保障來自不同種族、家庭背

景與身心狀態學生皆能獲得均等受教權與高品質的學習經驗。ESSA 實施規章的主要內容摘要如

下: 

1. 以全面性(holistic)的學習成效評鑑指標來取代以學生數學、語文標準化測驗成績為主的

NCLB 學業成就評鑑方式: 

各州可自行設定合宜的學習成效評鑑指標來評量州內中小學生之學習成效，此類指標可包含

學生學業成績、學生畢業率(高中適用)或學習進程(academic progress; 初中與小學適用)、英

語學習進程、進入大學與職場預備程度、等項目，但上述指標須具備可評量所有公立與公立

特許中小學生學習狀況、能呈現學校間差異、可進行跨族群學生學習表現比較與能提升學生

畢業率與學習成就之特點。此外，州政府所選擇之學習成效評鑑指標亦須簡潔易懂，且學校

每年都須提供家長當年度之學校績效以供家長知悉。州政府亦須提出短程至長程之規劃來達

成消彌不同族群學生間的學習落差與畢業率差異。 

2. 以依學校特質個別設計之支持策略來協助表現不佳之中小學提升辦學品質以達到讓每個孩子

都能接受優質與均質教育之目標: 

州政府、地方學區與學校可自由選擇最適合學校需求之支持、改善策略來協助表現不佳學校

提升應屆畢業率與低成就學生之學習表現，並邀請家長、教職員與其他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

各國教育改革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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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與實施學校的改善策略。聯邦教育部將投入 1000 萬美金以協助各州政府來改善表現不

佳之中小學，且州政府可靈活調度此項補助金來優先協助最迫切需改善之學校。 

3. 提供家長與社區清楚易懂、豐富正確之教育相關數據: 

州政府與地方學區需諮詢家長之意見來設計州政府與地方學區之學年績效報表(report card)，

此報表需呈現的重要資訊包含學生學習成就、畢業率、學校辦學品質、學習氛圍與校園安全

相關數據，且上述數據需於每學年結束時公告讓家長和社會大眾知悉。地方學區與學校亦須

清楚公告其年度教育經費分配與收支狀況；高中則須提供畢業學生之高等教育就學率以供家

長參考。 

4. 增進各級利害關係人之實質教育參與，以達成促進教育均質化、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提供高

品質的全人教育以預備所有孩子成功進入大學與職場之終極目標: 

州政府、地方學區與學校都需以提供所有孩子全方位之學習支持系統為目標，所有學生不分

種族、階級、語言、身分(公民或非公民)與身心狀態皆能獲得平等的學習支持。州政府須確

保聘任優質的教師們進入最需改善與協助的學校來改善與提升弱勢族群學生之學習品質與成

效。 

 

   從上述 ”讓每個孩子成功法案” (ESSA)實施規章之內容可看出美國政府對於消彌族群學習落差與

提升所有中小學學生學習品質與成效以利他們未來順利進入大學與職場的清楚目標，ESSA 法案

亦彰顯了美國政府欲透過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的夥伴關係來積極處理 NCLB 法案所帶來之弊端的規

劃。此法案之實施規章仍在公開尋求各級利害關係人之回饋與建議的程序中，而此聯邦教育法案

是否能達成其預定之實施成效以培育美國未來國家經濟發展所需之人力資源則是各國教育改革學

者專家們將持續關注之重要議題。 

資料來源: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6). Proposed ESSA Regulation Supports Well-Rounded Education, 
Protects All Students. Retrieved from http://www.ed.gov/news/press-releases/proposed-essa-
regulation-supports-well-rounded-education-protects-all-students on May 26, 2016. 

Homeroom: The Official Blog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6). Implementing the Every Stu-
dent Succeeds Act to Enhance Equity and Excellence. Retrieved from http://blog.ed.gov/2016/05/
implementing-the-every-student-succeeds-act-to-enhance-equity-and-excellence/ on May 26, 2016. 

http://www.ed.gov/news/press-releases/proposed-essa-regulation-supports-well-rounded-education-protects-all-students
http://www.ed.gov/news/press-releases/proposed-essa-regulation-supports-well-rounded-education-protects-all-students
http://blog.ed.gov/2016/05/implementing-the-every-student-succeeds-act-to-enhance-equity-and-excellence/
http://blog.ed.gov/2016/05/implementing-the-every-student-succeeds-act-to-enhance-equity-and-excellence/
http://blog.ed.gov/2016/05/implementing-the-every-student-succeeds-act-to-enhance-equity-and-excellence/
http://blog.ed.gov/2016/05/implementing-the-every-student-succeeds-act-to-enhance-equity-and-excellence/


11 

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會訊 

新書介紹 
林仁傑/研究發展組組長、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書名： Teacher Education in Taiwan: State control vs marketization（臺灣師資培育： 國

家控制與市場化之爭），此書為 The  Routledge  Research  in  Teacher  Education

（Routledge師資培育研究）系列叢書之一 

出版日期： 2016年 4月 

出版商： Routledge 

編者： Prof. Shen-Keng Yang（楊深坑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Prof. Jia-Li Huang

（黃嘉莉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連結網址： https://goo.gl/Dp2ynj 

內容簡介： 

過去臺灣學術界對於師資培育發展的討論成果，不管是在

碩博士論文、科技部研究案、學術期刊文章、以及專書出版品

上，皆可稱為汗牛充棟。其中，從 1980年代解嚴後及至 1990

年代開始的教育改革，針對此時期師資培育轉變的探討，教育

學者以及其他領域的研究者已經從不同的觀點及理論提出諸多

的解釋。然而，若外國學者想要深入了解臺灣師資培育的發

展，至今英語世界當中仍未有許多相當系統性的學術書籍作為

介紹。因此，本書的出版適時補足了這方面的不足。 

首先，王俊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即在序言當中點出本

書從兩大取徑分析臺灣師資培育的發展，一為國家控制的觀點，二為市場取向。接著在這本書的

三大部分當中，首先登場的主題為臺灣師資培育發展的歷史脈絡。梁忠銘（國立臺東大學）在第

一章說明了臺灣在荷西時期、明鄭時期、清朝、以及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師資培育，作為以下章

節的歷史介紹。蘇永明（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則在第二章分析了臺灣師資培育政策以及政策方

向；楊深坑則在第三章進行透過理論進行分析；最後，黃嘉莉則是在第四章探討了教師專業標準

背後的學理基礎、啟示與應用。 

進入到第二大主題，標題為「發展中的師資培育」。首先，劉語霏（中國文化大學）在第五

章探究國內職前師資培育課程的發展；接著，湯維玲（國立屏東大學）在第六章分析了臺灣教師

實習制度的變革；至於黃柏叡（中國文化大學）則是在第七章中將焦點鎖定在臺灣教師專業發展

https://goo.gl/Dp2y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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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題上。 

本書最後一個主題為「改善中的教師專業表現」。楊洲松（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在第八章中

探究了臺灣師資培育機構的變革；李奉儒（國立中正大學）則是緊接著在第九章當中分析學校教

師專業發展的評鑑；鄭勝耀（國立中正大學）在第十章將觸角放在臺灣師資培育策略聯盟的議題

上；黃嘉莉則在第十一章探討了臺灣師資培育品質保證的評鑑。最後在第十二章結論部分，黃嘉

莉再次從國家控制以及市場機制兩大取徑探討了台灣過去師資培育發展的經驗。 

整體而言，這本書集結了國內相當多師資培育領域的傑出研究者，並且將師資培育底下相關

的主題一次一網打盡，甚至在諸多的章節當中對於台灣師資培育的發展有著相當詳盡的分析以及

獨特的觀點，可以稱的上是近年來台灣學者在英語學術世界當中不可多得的傑出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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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介紹 
林仁傑/研究發展組組長、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書名： Chinese education models in a global age（全球時代中的華人教育模式），此書為

Educ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ssues, concerns and prospects（亞太地區

之教育：議題、關注以及回顧）系列叢書之一 

出版日期： 2016年 4月 

出版商： Springer 

編者： Prof. Chuing Prudence Chou（周祝瑛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Prof. Jonathan 

Spangler（the Director of the Asia-Pacific Policy Research Association, APPRA） 

連結網址： http://www.springer.com/in/book/9789811003288#aboutBook 

內容簡介： 

 由於近年來中國經濟不斷的崛起，以及東亞學生在諸多

國際測驗評量（PISA、TIMSS 以及 PIRLS等）上的卓越表現，

使得西方學術圈開始對於亞洲教育的發展產生極大的研究興

趣。值此同時，過去一百多年亞洲國家幾乎都是借用西方教

育經驗、政策進行教育改革，如今，也開始正式成為教育經

驗、模式的輸出國。 

    這本書的 Chinese education 翻譯成「華人教育」

會比翻譯成「中國教育」來的恰當，因為書中指涉的正是一

種華人地區的教育模式、概念，而非單指某個政治區域上的

教育，因此所聚焦的焦點會放置在中國、臺灣、香港等地。另外，當 Chinese education 置放在

不同的文化社會脈絡當中時，也可以成為一種獨特的教育模式，因此書中幾篇文章分析的正是海

外的華人教育，例如在紐西蘭、菲律賓、美國紐約、加拿大的華人如何進行其子女的教育。再

者，Chinese education也適合翻譯成中文教育。正如書中所宣稱的，由於中國的崛起使得越來

越多的外國人來到中國、臺灣、以及香港等地學習華語，試圖透過華語的學習來瞭解中華文化。

最後，幾位學者也帶領讀者重新去反思 Chinese education 的意涵。過去，Chinese education

相對 Western education（西方教育）代表進步、現代而言，似乎僅象徵著保守、守舊、迂腐。

然而中國在借用西方的科學、民主進行改革的過程當中，諸多知識份子卻也開始反思 Chinese 

education 的主體性為何。對於社會科學、人文學而言，若只是不斷移植西方教育經驗及研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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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聯絡方式 

會址： 54561 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 480 號人文學院 321 室 

E-mail ： ctces1974@gmail.com 

電話：（09）88-143243 

傳真：（049）291-5306 

會網： http://ctces.weebly.com/ 

入到亞洲國家的教育現場當中，我們很難建構出自身的主體性。於此同時，本書的幾位作者也拋

出這個重要的議題，那麼，何為 Chinese education 的主體性？ 

    本書共分成 24章，探討的教育場域及主題包含高等教育、中文教育、留學教育、小學

教育等，幾乎無所不包，這也反映出這本書所要表達 Chinese education的企圖心。同時，在這

本書當中更可以發現到 Chinese education 不僅僅只是指涉某種教育制度、實務議題等，它更是

一種教育模式，其背後所包含的概念更是蘊含了相當豐富的文化，龐大的知識體系於其背後支撐

著它。對於想要瞭解 Chinese education 的人而言，可謂是一本上乘之作。 

http://ctces.weeb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