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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會訊 

         本會長期以來參與世界比較教育學會(WCCES)，這次大會在阿根廷的首

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辦，我國有 10 餘位學者參與並發表論文。同時，執行委

員會也在 6 月 26 日進行會長改選，由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知名學者 Carlos 

Torres 教授當選，任期從 2013 年至 2016 年為止。大會也確認下一次世界比 

較教育學會聯合會將在中國北京召開，歡迎會員注意相關訊息。在加強與日 

本比較教育學會交流方面，7 月 5 日本會也在王如哲理事長領軍之下，參與 

在上智大學(Sophia University)舉辦的 49 屆年會，我方除了三位主要代表之

外，尚有其他學者與學生將近 10 餘名與會。日本大塚豐會長在歡迎晚會表達

歡迎之意，並請王如哲理事長上台致詞，雙方都對學術交流表示支持與肯定，

我方亦再度邀請日本比較學會推舉代表參與本會 10 月份舉辦的全英文論壇。 

    本年度將與中國教育學會共同舉辦年會，日期是 11 月 8-9 日，主題為「 

從內變革：開創教與學的主體行動」，已經邀請世界比較教育學會秘書長

Diane Napier 教授擔任專題演講者，鼓勵會員踴躍出席。此外，本會所規劃之

全英文論壇已經成形，日期為 10 月 18-19 日兩天，主題為「亞洲人才競爭與

流動：教育、移民與經濟」，已經應允出席並發表論文的知名學者包括美國、

英國、加拿大、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印度與馬來西亞等國家，有興趣的

會員可向秘書處洽詢。在促進兩岸三地的比較教育交流方面，三方學會代表 

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會面，針對海峽兩岸的交流方式有所討論，希望能強化 

實質的交流。 

學會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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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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學會動態 

映，因此多樣性的議題是非常

重要的。全球化與移民潮使得

許多民主國家不得不正視多樣

性的問題。多樣性不只是對其

他文化傳統敏不敏感的問題，

或是是否能夠給予不同文化生

存空間的議題，它同時也是一

種民主的深化，是邁向再分配

正義的政治。然而，過度強調

多樣性可能導致絕對的相對主

義，進而引發認同的問題。對

此，教育面臨新的挑戰。敏感

於文化脈絡的教學法、多元文

化課室所產生的挑戰，以及最

重要的，教師的角色，都需要

再重新思考。 

 2013 年印度比較教育年

會旨在匯集教育領域的學者和

研究人員關於上述議題的各種

理論和實證的觀點，以對此議

題有更好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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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比較教育學會 2013 年年會 

壹、會議主旨：教育、多元與民主 

    若教育是一個社會自我更

新的方式，那麼現今的我們正 

處於教育的關鍵時刻。這教育時

刻可以就矛盾的拉力與推力兩

方面做出定義。一方面，新自由

主義提倡市場，且主張市場是 

我們面對今日問題的萬靈藥；

私人教育的需求即是巿場化的

具體例證，諸如低廉的私立學校

教育、高等教育私有化、教育券

等例子比比皆是，而效率、績效

與卓越也與此有著密切關聯。另

一方面，也有一股必須走向一個

更深入實質民主的聲音，受 

教權法案以及含納各種不同群

體的教育措施即是顯例。實際

上，這是對民主的兩種不同理 

解方式：一方談的是形式民主，

而另一方則重新想像民主作為

一個重新分配正義的途徑。 

    教育在根本上與這兩種民

主的體現有所牽連。教育與民 

主的關係，以及教育在維持與培

育民主所扮演的角色，這兩者 

都是歷史悠久的學術傳統。民 

主須透過教育來達成，也就是 

正確價值觀的教導。而今我們 

卻發現了社會和國家的民主素

養不足，我們必須探詢：在民 

主理想的教學上，到底哪些環 

節產生了問題？或者，民主的 

理想本身就是一個問題？假若

民主並不意味著打破菁英支配

的循環局面，那麼我們所傳授 

的教育是否能結束現有霸權再

製的循環呢？無論如何，在一 

個特定的社會中，教育在維持、

再製或改變一個支配系統所扮

的角色，是需要被審視的。 

    多樣性即是民主的真實反 



貳、會議子題 

1.多元文化教育的挑戰 

2.教育與民主的關係 

3.教育的不平等問題 

4.關於多樣性的教育實證與理論 

   觀點 

5.肯認(平權)行動政策及其影響 

6.評量、評鑑與社會排名的方法 

7.師資培育 

8.教育政策與實踐 

9.學校多樣性的管理 

10.工作、職業與教育轉化 

11.教育的社區參與及公民社會 

     組織 

12.邊緣團體的教育 

13.私人教育 

14.教育與性別 

15.課程與教學(法) 

16.教育中的社會運動與變革政 

     治學 

17.移民與教育/移民者的教育 

18.科技與不斷變化的課堂 

19.教育體系的歷史 

20.體驗學校/學院中的多元主 

     義 

21.貧窮與教育 

22.弱勢群體的教育 

23.教育研究的概念、理論與 

     方法 

24.教育與發展 

25.教育、多元論與衝突 

26.以平等、多元性與包容性 

     分析教科書 

27.西孟加拉邦的教育狀況 

參、會議日期： 2013 年 12 月 28-30 日 

肆、會議地點： Kolk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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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江琼玉協助撰寫初譯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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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教育改革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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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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教師素質 英教育部提高師培生基本讀寫算測驗門檻 

英國政府為確保教師素質，

由 2000 年到 2003 年間，開始陸

續針對師資培育學生進行讀寫

能力(literacy)、算數(numeracy)

以 及 資 訊 通 訊 技 術 能 力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測驗，也就是

師培生必需在課程結束前，通過

上述三種測驗，才能獲得合格 

教師資格(Qualified Teacher Sta-

tus, QTS)，到政府補助學校任

教。 

由 2013 年開始，此一考試

作了大幅度的修正，主要更動 

如下： 1. 停止辦理 ICT 測驗。 2. 

師培生在開始學士階段或是學

士後師培課程之前，就必需通 

過讀寫能力以及算數兩科測驗，

算數的部分，因為網路已提供 

計算機，所以考生不得攜帶計 

算機應考。3. 考試及格門檻拉

高，難度增加，及格程度比照 

16 歲中等教育證書考試(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

tion, GCSE)英數兩科成績 B。但

申請師培課程的學員仍須在中

等教育證書考試英數兩科需達

到 C 或是 C 以上的成績，如果 

是申請小學師培課程，科學的 

成績也必需達到 C 或是 C 以上。 

上述變革主要是根據 2012

年教育部委託中小學校長和學

評估報告(Skills tests review pan-

el: final report)中所提出的建

議。英國政府希望藉由師資水

平的持續提升，來提升整體英

國教育系統的水平。此項技能

測驗過去幾年的通過率偏高，

以2011年來說，順利通過所有

測驗的師培生高達百分之98。

正也因為通過率過高，現有測

驗評量方式受到質疑。在過

去，考試沒有通過可以重複考

到通過為止，但是由2012年開

始，考生只有兩次機會。 

        由2013/14年開始，所有申

請師培學程的學生都必需通過

上述兩科測驗。測驗以網路方

式，委託私人測驗機構(Pearson 

Professional Centres, PPCs)在全

國150個測驗中心進行施測，考

生可以隨時報名，每科施測時

間在50分鐘以內。若是有特殊

需求，可以提出相關證明，考

試中心可以配合增加1/4到1/2的

考試時間，或是以字體放大的

紙筆測驗取代等等。 

        英國教育部強調此一技能

測驗(skills tests)要測的是教師

專業角色應具備的基本技能，

而不是師培生的學科知識。教

育部認為所有教育階段以及所

有科目的任課教師都應該具備

高級讀寫能力和算數能力。 

        以讀寫能力測驗來說，測

驗的內容並不是國定課程中的

英語課程，或是如何教授這些

課程。同理可推算數測驗。數

學測驗內容也不再只是涵蓋計

算與應用，更強調問題解決、

分析和推理等能力。 

    近年來，英國政府發展一

系列措施來提升中小學教師水

平，教育部於2011年公佈「訓

練下一世代的卓越教師」策略 

(Training our next generation of 

outstanding teachers)，提出一連

串措施來提升教師水準，其中

包含以高達兩萬英鎊獎學金，

吸引物理、化學、數學與現代

外語系優秀畢業生；提供更高

津貼給狀況不佳學校的實習教

師；讓中小學校在職前師資培

育上有更多的參與；以及剔除

表現不佳的師資培育機構等

等。而上述測驗改革也是提升

教師水準的其中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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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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大學主計長對高等教育財政願景缺乏信心 

資料來源： 

Coates, S., Deslandes, J. etc.  (2012). Skills tests review panel: final report. Teaching Agency,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3). Skills test registr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education.gov.uk/schools/careers/traininganddevelopment/professional/b00211200/ 

          registration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3). Introduction to professional skills tests. Retrieved from  

          http://www.education.gov.uk/schools/careers/traininganddevelopment/professional/b00212154/ 

          introduction 

    肇因於通貨膨脹與州政府高等教育經費的緊縮，美國大學財務危機已經逐漸浮出檯面。根據美 

國教育網站「高等教育內幕」（Inside Higher Ed.）2013 年 7 月 12 日報導，雖然美國學者與評論人經

常提出高等教育困境的預測，但為了瞭解學校領導層級與行政人員之意見與看法，蓋洛普以大 

學主計長為對象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大學主計長對於服務機構或整個高等教育的未來願景， 

也抱持著不太樂觀的態度。 

    在今（2013）年 4 月和 5 月間，蓋洛普針對美國 457 所大學主計長進行線上調查，藉此瞭解受 

訪者對於大學財務存續性之看法，獲得下列結論： 

1.就大學財務狀況而言，僅有 27%的受訪者表示對大學能撐過未來 5 年具有信心，且僅有 13%的受 

  訪者對大學能撐過未來 10 年具有信心。 

2.由 於 教 職 員 生 健 康 保 險 等 福 利 成 本 增 加 ， 造 成 學 校 財 務 負 擔 愈 來 愈 沈 重 。 

3.由於學生對調漲學費的抗爭和阻力持續增加，讓大學對透過招募新生來解決財務問題不再寄予厚 

  望，反而將焦點置於如何讓舊生恢復學籍完成學業。 

4.多數受訪者認為學校需要提供主計人員更多有效的資料數據，以協助其在專業領域中評估方案、 

  釐清問題與提出解決方案。 

5.受訪者對於學校開拓新財源管道的能力不具信心。超過半數（57%）的受訪者同意或非常同意，未  

  來大學若有新增支出項目時，其資金來源將為學校現有資源的重分配，而非引進新資金。 

6.大學長期負債金額持續增加。近半數的受訪者表示，其服務機構已經逐漸增加對債務或融資計畫 

  的依賴程度。 

7.多數受訪者不認為學者對於「高等教育將面臨財務危機而導致瓦解」的預測是誇大的。 

8.為因應顯而易見的財務危機，調查問項中列舉了 14 項有助於學校開源節流的策略供受訪者選擇， 

  其中最受青睞的 4 項策略為：拓展與其他機構的合作機會（65%），學校授課由以教室為基礎的 

  傳統教學模式轉移到網路為基礎的線上教學模式（41%），停開績效不彰的課程（39%），減少 

  行政職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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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國高等教育發展觀之，也同樣面臨經費不足的窘境，從 2008 至 2011 年間，累積消費者物

價指數（CPI）年增率至少增加了 5.04％，再加上國際原物料價格漲幅高達 28%以上，也讓學校營運

成本不斷增加。目前國內多數公立學校校務基金或私立學校業務收入雖仍有賸餘款，但係作為未來

校務發展或校舍建築更新之預備款，或因應緊急狀況預備金之用，尤其就國立大學而言， 若將折舊

攤提計入，部分學校財務報表已出現預算赤字。在此情形下，若教育經費再未能反映大學營運成本

做合理調配，將影響教育品質且不利於大學之永續經營發展。 

 

資料來源： 

Lederman, D. (2013, July 12). CFO Survey Reveals Doubts About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Retrieved  

         from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survey/cfo-survey-reveals-doubts-about-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 

比較教育新書介紹 

鄭以萱/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比較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書   名 ： China’s Aid and Soft Power in Africa: The Case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出版年： 2013 年 5 月 

出版商： Boydell & Brewer  

作    者： Kenneth King  

                 (Professor Emeritu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Distinguished Visiting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under member of UKFIET) 

        中國對非洲的援助已逾 60 年。當舉世震懾於中國對非洲絕對而龐大的經濟貿易影響力，中國

身為一個國際教育援助者的重要角色反而獲得較少的全球關注和解讀。然則，中國於 2013 年至

2015 年間，將邀請高達 30000 名非洲產官學界專家至中國短期培訓，並提供 18000 名非洲高材生 

全額獎學金，招募至中國境內大學長期深造。遑論迄至 2015 年，至少 24 所孔子學院將在非洲各 

國最頂尖的大學內設立。中國的軟實力和教育援助策略，無論是在中國境內或是在非洲大陸直接 

進行的能力建構和人力資源發展計畫，皆已對非洲的政治和經濟造成莫大影響。在此脈絡背景下，

本書旨在完整解讀 60 年來中國對非洲的教育援助政策與實踐內涵，綜合分析非洲諸國的國家個案

研究證據，以深入了解教育援助之於中國和非洲雙邊關係的重要性，最終對中國、非洲和世界他 

國的未來國際教育援助發展提供具體啟發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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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名 ： Taiwan Education at the Cross-road: When Globalization  

                 Meets Localization  

出版年： 2012 年 7 月 

出版商： Palgrave Macmillan.  

作    者： Chou, C. P. and Ching, G.  

鄭勝耀/國立中正大學課程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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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論述在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與未開發國家的「發酵」程度大不相同，而針對全

球化理論與實務中有關「時空壓縮」與「文化趨同」等議題的操作方式則更是大相逕庭。對已開發

國家而言，全球化代表的是「市場無國界」與「資源共享」等地球村美好願景的實現；而對開發中

國家而言，全球化象徵的是「競爭無國界」與「資源重新分配」等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但對未開發

國家而言，全球化則刻劃著「本土價值消逝」與「資源剝奪」等後殖民主義的血淚與反省！ 

國內著名的教育學者，目前也同時任教於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的周祝瑛教授由於長期關注

台灣教育與國際教育趨勢的碰撞與競合關係，其著作深受國際教育學界重視。本次在世界知名學術

出版公司 Palgrave Macmillan 的支持與協助之下，與龍華科技大學莊俊儒助理教授合著 Taiwan Ed-

ucation at the Cross-road: When Globalization Meets Localization 一書，中文或可譯為「十字路口中的

台灣教育：當全球化遇到本土化」，在解決上述教育改革與全球化之間的複雜關係上著力頗深。 

台灣教育改革在全球化浪潮的衝擊下可說是「徬徨歧路」，一方面想積極擁抱全球化所帶來「 

地球是平的」之競合舞台，另一方面則深深感受到「本土意識流失」的危機與挑戰；周教授在本書

透過近百年台灣的教育發展沿革之分析與討論，輔以少子女化與高齡化等社會變遷的影響為建構 

台灣教育變革的「經」，再經由從國際教改趨勢看台灣教改政策、教育行政組織、教育制度、課程

與教學、各級學校的一天、教育國際化、高等教育評鑑與指標化等議題來勾勒台灣教育變革的「緯」 

，更值得注意的是，周教授進一步提出「兩岸化」（cross-straitization）此一論述來深刻地分析與刻

畫台灣海峽兩岸之間的文化與政經交流，並反思台灣教育發展在全球化與本土化論述中，可能存 

在的「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深切地盼望台灣教育在與全球化及本土化「邂逅」時，能夠透過

周教授所提示的「經」與「緯」，不再心急的「問道於盲」，而能進一步結合「全球視野」與「在 

地關懷」，並正視「兩岸化」此一現實，為台灣教育導引一條可行的康莊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