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度跨校教師社群成果交流分享會 
－宏觀亞洲比較教育教學實踐社群 

報告人：國立中山大學 陳威霖 助理教授 



壹、社群介紹 



社群介紹 

社群名稱：宏觀亞洲比較教育教學實踐社群 

社群召集人：國立屏東大學 劉豫鳳 助理教授 

社群成員： 

• 國立中正大學 詹盛如 教授 

• 國立嘉義大學 楊正誠 教授 

• 國立台東大學 黃柏叡 副教授 

• 國立中山大學 陳威霖 助理教授 

• 國立台南大學 李郁緻 助理教授 

 

 

 

 

 

 

 

 

 



社群介紹－成立宗旨與目標 

比較教育為全球化時代中快速發展的新興領域，也成為各國發展教育制度、
進行教育改革的重要研究基礎，亞洲除我國外，日本、香港、中國皆成立國家
級的比較教育研究中心，可見其重要性。在高等教育的實踐部分，比較教育課
程自1960年林清江教授於師大開設，迄今已在全國教育相關科系成為常設的科
目，也成為各師資培育中心經常性開設的課程。比較教育之科目儼然已成為亞
洲以及國內一門新興且重要的教育內涵，在研究部分亦有豐碩的成果展現。 

然而對照比較教育研究的發展，在大學針對此一科目進行探究與實踐論述卻
極為有限。特別目前國內比較教育相關科目之教學設計與規劃，大多隨著教師
自我經驗、思考或國內現有比較教育專書之內涵進行規劃。但既然比較教育是
希望透過帶領學生探究各國教育發展、開拓專業視野而深化教育之思維，那麼
在教學規畫之初，是否教師也應先透過視野的擴展，衡諸鄰近國家的規畫與實
踐，在教學內容(what)以及教學方法(how)上有所探究，方能成為我國比較教育
教學的規劃基礎。 

 

 

 

 

 

 

 

 



社群介紹－成立宗旨與目標 
故本社群將從比較的視野開始，透過宏觀東南亞泰國、香港、澳門、印尼、

馬來西亞五個區域，高等教育機構比較教育課程的規畫與教學內涵，做為社群
成員未來規劃比較教育相關課程之實踐研究基礎，社群目標有三： 
1. 蒐集亞洲五個國家比較教育之教學大綱 
2. 分析亞洲五個國家比較教育之教學方法 
3. 討論與轉化為國內比較教育科目教學內涵 

本社群為「宏觀亞洲比較教育教學實踐社群」，成員皆為國內比較教育研
究相關之學者，在研究部分已有豐富著述與卓越表現，同時也與比較教育課程
教授相關，並曾為、現為或未來將成為該科目之教授教師。故期待透過亞洲比
較教育之實踐，將過往曾在研究中之卓越表現，透過資料蒐集與研討，搭配對
於日後教學實踐的討論，將過往研究之量能轉化為教學實踐發展之動能。 

 

 

 

 

 

 

 

 



貳、活動執行成果與效益 



活動執行成果 
項目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內容簡要說明 

專題演講 
與研討 109.04.27 國內比較教育課程

之發展探究 
邀請國立中正大學詹盛如教授演講，主題為國內
比較教育課程之發展探究。 

專題演講 
與研討 109.06.01 比較教育課程於泰

國的規劃與實踐 
邀請國立嘉義大學楊正誠教授演講，主題為泰國
比較教育課程之規劃與實踐。 

專題演講 
與研討 109.07.06 

比較教育課程於台
灣及印尼之規劃與
實踐 

邀請國立台東大學黃柏叡副教授演講，主題為國
內比較教育課程之實踐現況；以及邀請國立中山
大學陳威霖助理教授演講，主題為印尼地區比較
教育課程之規劃與實踐。 

專題演講 
與研討 109.08.29 

中華民國比較教育
學會 薪傳學者專題
演講 

邀請中華民國教育部蔡清華次長、國立臺中教育
大學王如哲校長演講，主題為比較教育學思歷程。 

專題演講 
與研討 109.09.24 

比較教育課程於港
澳地區與馬來西亞
的規劃與實踐 

邀請國立台南大學李郁緻助理教授演講，主題為
港澳地區比較教育課程之規劃與實踐；以及邀請
國立屏東大學劉豫鳳助理教授演講，主題為馬來
西亞比較教育課程之規劃與實踐。 



109.04.27 國內比較教育課程之發展探究 

內容摘要： 

1. 在比較教育這個領域，很長時間是比較關注在初等教育，後來慢慢開始關注高等教育，
而高等教育它的發展有點類似義務教育，逐漸變成很龐大的體系(如教學研究等)，研究
的主題與時間就會產生很大的變化。 

2. 教育這個領域用的方法到底跟其他領域有沒有差異？ 

• 由於在教育領域運用的一些方法，在某些其他學科也會看到(如社會學等)，因此該爭
辯會不斷延續，但我認為不要花時間研究這個。 

3. 觀點會受比較教育的影響，意即即便主要的領域在行政、高等教育、比較教育，但就會
用比較的觀點，例如其他同樣研究校長學的，就可能比較不會從比較的觀點去看，我的
話就會關注其他國家在培養校長時關注的是什麼。 

4. 我們很難界定有多少國內比較教育的學者，因為可能是興趣，或從事教學生涯中有比較
的觀點。 

5. 台灣開這麼多門課其實與教檢有很大的關係，故此亦會牽動學生的潛在發展，而考試在
國家文化圈就是選才，教檢也是為了培養人才，而人才就是為了國家社會服務，故也會
與國家發展有關。 



因疫情關係，以線上方式進行 



109.06.01比較教育課程於泰國的規劃與實踐 
內容摘要： 

1. 比較教育作為一門學術學科,可以通過國際比較成為對政策成果、政策學習和教育改進進行國際評估
的框架。而亞洲比較教育學會的成立,標誌著比較教育在東南亞的重要性和作用。 

2. Watson(2012年)敦促確定東南亞的國際和比較研究的重要性,因為該地區宗教和政治多樣性、族裔和
語言多元化以及教育發展的巨大潛力。 

3. 泰國共有約38門比較教育課程，大部分將相關課程放在碩士跟博士班，以及研究型的大學。 

4. 跟台灣比較有差別的是，他的課程比較不會單純只寫比較教育，而是會跟別的領域去搭配。 

5. 我覺得在泰國比較教育是很重要的一門學科。 

6. 進行相關研究：本研究旨在探討比較教育在泰國教育發展過程中的現狀和作用。研究方法包括文檔
分析、數據挖掘和深入訪談，研究小組收集了關於泰國高等教育機構比較教育課程的資訊數據（如：
泰國提供的比較教育課程的教學大綱），以便了解課程資訊(位置、方向、時數等)、講師資訊(國籍、
學位、軍銜等)和課程描述(教科書、評估、語言等)。此外，我們採訪了在泰國有代表性大學教授比
較教育的資深教師，了解他們對比較教育課程對人力資本準備、教育政策制定和教育改革的影響的
看法。 

7. 例如在大學部或研究所的課程，可以把聯合國永續發展的一些議題融入到課程中，因為有些學生對
聯合國的永續發的那些指標還不是很了解，我們可以思考怎麼樣融入高等教育的相關活動，去啟發
大學生對永續發展的意識，例如環境的保護、節能減碳、發展出可能的小型研究議題。 



因疫情關係，以線上方式進行 



109.07.06比較教育課程於台灣及印尼之規劃與實踐 
 
內容摘要： 

1. 二十世紀下半，台灣比較教育相關論著主要是以描述性資料為主，亦多集中在對國外之教育制度的
引介與學習。 

2. 台灣的比較教育研究成果由於集中於描述他國教育實務，似乎只能借鏡他國，未能扮演積極國際教
育援助或輸出本國教育經驗的角色。 

3. 台灣大部分的課綱在網路上都搜尋的到，而課程名稱大概可以這樣區隔：開在大學部的課叫做「比
較教育」；開在碩班的課叫做「比較教育研究」或「比較教育專題」。 

4. 評析： 
a. 比較特別的是台南大學的4門課，是沒有博班的課的，頂多開到碩班（但也不一定開課）。 
b. 彰師大完全沒有專門比較教育的課，但反而有更細的，是開在公教系：比較技職教育專題、比

較公民教育。 
c. 其他大學就比較明確，其中以暨大數量最多，有各式各樣的比較教育課程。 



109.07.06比較教育課程於台灣及印尼之規劃與實踐 
 
內容摘要： 

5. 授課語言：都是中文，只有兩門課有英文，分別是屏大與政大。 

6. 大學部、碩班、博班的開課比例上，以開在大學部的比重最重： 
a. 國北沒有博班只有碩班，且開在大學部跟師培中心(等同大學部)。 
b. 比較完整的是台師大，有博班、碩班、大學部，大學部有甲乙兩班，就會有兩門課。 
c. 高師的話就是博班一門、碩班一門、大學一門。 

7. 進行相關研究：探討亞洲國家大學比較教育課程教學的視野，試圖擺脫現代化過程的直線發展觀，
而採取從亞洲國家在地的視角出發，由於教育機構、教育論述與教育實踐的跨國移動其實無法以固
定不變的方式進行解釋，因此，對於比較教育課程內容與教學實踐在亞洲各國或地區大學的在地化
過程，可以「轉迻學」(Transitology)和「閱讀全球」(Reading the Global)等概念（用以說明或描述教
育理念、制度或實踐在國際轉移過程中，以及這些教育理念、制度或實踐在不同國家或地區所呈現
的轉變和「再現」樣態），針對亞洲大學中的比較教育課程進行分析。 



109.07.06比較教育課程於台灣及印尼之規劃與實踐 
 
內容摘要： 

1. 很多比較教育相關課程的教學大綱網路上是無法查閱甚至找不到的，需私底下使用打電話或email等
聯絡某校某位老師，才有辦法取得相關課程資料。 

2. 有一個類似台灣比較教育學會的學術機構，能從此機構再聯繫出去相關學校或教師等，或者是諮詢、
查閱印尼比較教育課程相關的事項、規劃等。 

3. 印尼的比較教育發展：一開始只是從某個伊斯蘭國家或時代到另一個伊斯蘭國家或時代進行比較，後
建立了高等教育機構，發展了比較教育課程，並逐漸擴大課程範圍，成為現代和全球化教育系統。 

4. 進行相關研究：使用嚴謹方法進行數據收集（數據來自課程、教學大綱、學期計劃、課程計劃、在線
課程、教科書、專家學術論文和文章,以及學生的作品和作業），並與部門負責人、現場專家、課程
講師和註冊學生等進行線上訪談、線上問卷調查、集中小組討論等。 

5. 比較教育課程在改革後，印尼大學有提供本科（BA）和研究生課程（碩士和博士學位），該課程在
公立和私立大學都有開設，但最主要是由伊斯蘭大學開設。 

6. 課程的主要本體學方向包括比較和對比不同地域、人口和時間位置的教育體系、變化、挑戰和機會。 





109.08.29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 薪傳學者專題演講 
 
內容摘要（問與答）： 

1. 問題1：前一陣子在研究比較教育方法，它有很多文章是在跟老師(芝加哥，不用有自己的研究方法)
辯論，因為他主張歷史取向的(要有自己的研究方法)，這樣是屬於哪一派的？ 
• 回覆1：他是有點被排擠的、不受寵的。比較偏向要有自己的研究方法。 

2. 問題2：日本的傳統，對台灣百年的發展是否有影響？ 
• 回覆2：有影響。在日本東京大學跟京都、九州、廣島等大學是比較教育的重點大學；而日本比較
教育學界受美國影響很深，比較沒有自己的，像依附在美國下，大致上就是追著美國的。 

3. 問題3：難民、人道教育相關人士，老師怎麼認識的？有什麼樣的機會可以接觸？ 
• 回覆3：打電話到出版社去，說我覺得這本書不錯，我是某某大學某某教授，我想要邀請這個作者，
可不可以把我的電話號碼給那一位作者？ 



109.08.29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 薪傳學者專題演講 
 
內容摘要（問與答） ： 

4. 問題4：編制課程時希望把學生帶往哪個方向？ 
• 回覆4：各個學科的發展，可能原來還不是很成成熟的學科(心理學、哲學、社會福利等) ，它們慢
慢發展後，一定是更細或更嚴謹的對某些方面更深入(會進到非常小的題目)，而有人說比較教育變
得比較重要又不是那麼重要，原因是比較教育是很大的，探討教育的政策、制度等，人們就會覺
得比較教育講的東西太大，好像不是那麼重要(比起其他學科越來越專業分化)。那一些資料庫或跨
國的調查研究，一個問題產生後，可以把環繞這個問題的部分，一一帶領學生了解過去、知道現
在的情況，這樣未來就有很大的可能性。 

5. 問題5：剛剛的演講多為研究所，但我們也有大學部的課程，針對這樣大學部跟師培生，帶領目標？ 
• 回覆5： 

碩士班、大學班、師培會有區隔。 
碩博生會寫比較教育的還是不多，可能會寫課程或其他的，但有些只是號稱而已，例如論文某

段有美國怎樣英國怎樣，但卻不深入(如幼兒教育，但也沒到過幼兒園，也沒有關課過..)， 所以也沒
什麼作用。主要是做報告時用比較教育的方法，如某個議題在某個文化/國家之下，例難民的學習狀
況…。 

大學部就不會有這樣的期待，不會這麼學術性。我們會帶去美國學校、土耳其學校、                  
日本學校…(高雄)參觀。 



109.08.29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 薪傳學者專題演講 
 內容摘要（問與答） ： 

• 問題6：比較教育在談核心跟邊陲，那我們如何把新南向的資訊放進去？ 
• 回覆6-1： 

我們在教的時候沒有放，但我也覺得應該要放，以我們學生最多(越南印尼)的國家開始放進來，
我覺得可以用線上的方式(遠距)，邀請對方的教授，半小時也可以。 

其實回過頭想一個問題，介紹全世界這麼多國家的時候，根本的目的？其實是希望透過這個科
目，給中小學的老師比較的視野，不要是覺得只有自己有這個問題，要去了解外在的部分。在比較
教育中很重要的是，選擇哪些國家的教育制度?(會被批判都發達的、先進的)還是要選對我們有幫助
的國家？因為我們希望能夠去學習這些國家，但學生上課時間有限，希望能更讓學生了解、學習臺
灣以外國家的教育制度，所以不是說我們只重視這些國家，主要是因為要在有限的時間去了解原因。 

所以要看目的性，例如新南向政策，要去幫助他們，怎麼可以不瞭解他們？ 
• 回饋：台灣很重視國家(國別介紹)，而香港覺得倫敦、紐約再來就香港，所以課程是議題式的(沒
有任何一門課教比較教育)。 

• 回覆6-2：所以國別選擇跟目的性有關，像開了好幾門都跟比較教育有關的課，是因為他們學生有
一半學生，以後想在國際組織，所以選擇的國家就會是有國際組織的國家；而台灣因為大學部大
部分的學生是要考教檢的，教檢就會有國別這一塊…要是我對國別取捨的話，歐盟，整個歐洲的教
育型態比較接近(一本多支)，而新南向越來越重要，法德英我可能就會濃縮成歐盟，這樣就可以多
好幾個禮拜的課來教新南向國家，而英國制度可能會跟他很像，因為很多國家都被英國                  
殖民過。 





 進行相關研究： 

1. 關注議題：“比較”或“國際”的各種定義、課程設計、課程/計劃組織的內容（基於空間或主題等）、講師的學術培訓

背景/課程的教授方式（教學方法）、使用什麼課程材料。 

2. 數據蒐集：範圍擴大：港大：4、中大：4、EDUHK：7、UM：2、嶺南：5。總計：香港：20、澳門：2。 

3. 初步發現： 

(1) 命名 

A. 港澳：相關課程 

B. ”比較”或“國際”的定義 

(2) 組織 

A. 在重新全球化的程序中設計 

B. 課程標題為“國際”或“全球” 

C. 唯一的課程：香港大學的教育，比較和全球研究教育與發展碩士（CGSED） 

(3) 建設 

A. 結合全球化/國際視野的課程 

B. 不一定在課程標題中指定“比較” 

(4) 重點/主題 

A. 發展中社會/發展教育 

B. 先進/發達社會 

109.09.24比較教育課程於港澳地區與馬來西亞的規劃與實踐 
 內容摘要： 



109.09.24比較教育課程於港澳地區與馬來西亞的規劃與實踐 
 內容摘要： 4. 啟示： 

(1) 課程名稱相同的“比較教育” 

(2) 作為教師預備課程的選修課 

(3) 國家考試的授權 

(4) 先進/發達社會實踐中的教育政策 

(5) 理論觀點 

A. 北方理論(Connell,2007) B.  方法民族主義(Wimmer & Glick-Schiller, 2002; Beck & Grande, 2010) 

C.  根植世界主義(Appiah, 1997) 

(6) 在台灣發展國際教育的迫切需求 

A. 世界主義    B.  次要世界主義多元文化主義   C.  叛亂的多元文化主義 

(7) 全球公民教育 

A. 後民族主義  B.  跨文化主義 

(8) 與台灣新南向政策有關的新問題 

A. 創造平凡的歡樂 

B. 拒絕 

a、 公司世界主義（Rizvi，2009） 

b、 形容世界主義（Harvey，2009） 

(9) 結合“國際/跨文化”觀點的課程 

A. 向班級展示歡樂的方式 

B. 在大鴻溝上的反思/反思 

a、 東西 

b、 南北 

C. 引進國際教育與發展教育 



（一）比較教育的發展從1970年馬來亞大學開始，在這近四十年中，這一研究領域的地位已
經擴大，而比較教育作為馬來西亞的大學學科仍然值得高度重視。 

（二）馬來西亞以往的研究只回顧了比較教育是否作為本科、碩士和博士的學位課程，卻沒
有提供進一步資料（包括課程結構、教學、評估、閱讀材料等）。 

（三）進行相關研究： 

1.主旨：了解在馬來西亞大學的教學課程裡，比較教育的發展、課程和指導，此外還提供了
更多的見解（如講師及其資格等）。 

2.方法： 

(1)採用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結合的混合方法進行。 

(2)在定量研究方面，將向馬來西亞公立和私立大學比較教育課程的講師，以及不提供此
類課程但以前提供該課程的大學分發調查表。 

(3)調查表以開放式問卷的形式提供豐富的有關課程信息、課程講師和課程描述的數據。 

(4)下載20所公立和私立大學的課程大綱，以了解課程內容。 

(5)對幾位教師進行面試,以便更詳細地解釋先前蒐集的課程相關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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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初步結果： 

(1)比較教育作為課程教學的分佈：5所大學開設的10門比較和國際教育課程；碩士課程6
門、博士課程2門、本科兩門。 

(2)課程教學的主要內容與發達國家的全球視野、教育體系有關。 

(3)與馬來西亞比較教育作為研究主題的發展相比，高等教育中的課程教學是相對擴張的。 

(4)比較教育不是作為普通教育課程提供的，而是作為博士學位級別的特定專業課程提供
的（例如比較法和比較學校財務）。 

(5)許多研究生教育水平的課程將比較教育的組成部分嵌入了多個主題中，換句話說，比
較教育不是一門專門的課程，而是作為教育其他主要課程的組成部分進行討論的。 

4.啟示與建議： 

(1)在馬來西亞，比較教育作為一門課程卻並未在高等教育中廣泛提供，而是作為許多主
要/核心課程中所教授的要素而被嵌入的。 

(2)建議這項研究可以強調其他國家實施的比較教育課程，馬來西亞教育和從業人員將在
今後對馬來西亞高等教育計劃的課程審查中考慮這些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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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關係，以線上方式進行 



活動執行成果與效益 
• 在教學實踐計畫方面，社群成員中共有3件投稿：楊正誠教授投稿與國際學位學程相
關的主題；李郁緻助理教授投稿與國際教育相關的主題；劉豫鳳助理教授投稿與比較
教育相關的主題，而這些都是由社群討論相關內容所具體產出的。 
• 社群成員楊正誠、黃柏叡、陳威霖、李郁緻、劉豫鳳參與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聯
合年會，並於亞洲比較教育教學實踐論壇中進行本社群討論相關議題之發表。 

 
• 共同績效目標 

 
 
 

• 自訂績效目標 

 

序號 項目 檢核方式 預期成效之量化數據 達成情形 

1 申請110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社群成員申請件數 3 3 

序號 項目 檢核方式 預期成效之量化數據 達成情形 

1 辦理社群會議 社群會議場次數 4 5 

2 專業研討成果投稿 研討成果投稿篇數 3 5 



参、社群成員意見回饋／未來展望 



社群成員意見回饋 
• 參與本教學社群，協助我了解其他亞洲主要國家的比較教育課程內容，並且認識國內重要比較教育
學者的比較教育教學規劃與未來教學議題，確實協助我個人在開授嘉義大學比較教育課程的內容改
進與教學設計。 

• 參與本教學社群，可協助個人瞭解國內開設比較教育課程與教師教學的多元樣貌，並能提供個人在
規劃未來比較教育課程規劃與實施之參考。 

• 參與本教學社群，協助我了解亞洲各國家比較教育教學概況，增進國際合作能力與機會，訓練混合
研究方法，提供個人在未來開設比較教育相關課程、以及融入比較教育概念於不同課程的教學設計 

• 本教學社群的建置，一方面除了能夠深入了解他國比較教育課程開設的特性與重點，另一方面也透
過跨校教學研究社群的設置，創造與國內開課學者相互交流討論的機會。對於個人未來相關課程設
計與教學規劃有相當的助益。 

• 藉由大師級的比較教育學者分享其比較教育的教學實踐，能夠學習到未來如何設計教學大綱，有很
大的啟示。特別是能夠理解過去台灣1980年代比較教育的學科發展的歷程。對如何知古知今，改善
自己的比較教育的教學有很大的啟示。也獲知比較教育通訊這一刊物的存在，也學習到比較教育的
國際刊物。 

• 蔡次長娓娓道來民國70年代《比較教育通訊》的經驗，開展了比較教育學之歷史縱深，令人印象深
刻，並提點比較教育學方法論之爭議；王校長，比較教育發展所經之路、高等教育所占比率有升高
之勢、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英文名稱更改以化解紛爭之原委，令人動容。 

 



未來展望 
本社群已從比較的視野開始，透過宏觀東南亞泰國、香港、澳門、印尼、馬來西亞五個

區域中，高等教育機構比較教育課程的規畫與教學內涵，做為社群成員未來規劃比較教育相
關課程之實踐研究基礎，並已達成蒐集亞洲五個國家比較教育之教學大綱與方法之目標。 

從比較教育薪傳學者教育部蔡清華次長、臺中教育大學王如哲校長蒞臨屏東大學演講、
兩位學者與社群成員的研討中，知曉臺灣比較教育的發展脈絡，以及教學的現況－由於在我
國的比較教育課程中，目前尚未有一致的教學規則或是共識，故除了18週都坐在教室，聽取
同一教師上課或同學報告的傳統教學方式外，亦有學校反轉此傳統方式，讓比較教育不再僅
能以文字歸納與比較各國之教育，而是改以進行跨校甚至跨國合作，將課程內容進行預錄上
傳或是線上同步教學，以類協同教學的方式，讓學生們可與他國教師進行對談，以及親身體
驗他國上課方式，藉此宏觀其之國際視野。 

此外，在我國的比較教育課程中，目前尚未有一致的教學規則或是共識，因此，在未來，
本社群希望不僅是看見我國不同學校間，不同的比較教育之教學設計與課程實施，而是能延
續前一階段，將已經蒐集好之亞洲各國比較教育相關資料（課程、教材、方法等），進一步
分析並且轉化，藉此作為未來比較教育教學設計與課程實踐之參考，並建立比較教育界簡介
的主題清單，而兩位薪傳學者教育部蔡清華次長、與王如哲校長演講時，亦都認同此為值得
發展與琢磨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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