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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教育部公費留學制度遷台迄今已近半個世紀，對於促進遷台

前的中國現代化與協助台灣邁向世界接軌，功不可沒。近年

因國內社會轉型、經濟條件改善，高等教育擴張與人民就學

機會大幅提升等影響，制度亦發生重大變化，如：2010年初

行政院召開的全國人才培育會議中，教育部提出返國服務規

定進行重大修正提案。根據公費留學規定，凡學成者必須在

規定期限下歸國服務，且服務期限與獎學金領取同等時間。

就公共政策而言，公共人才的培育及運用皆有一訂的規準，

上述返國期限的放寬，自有其時代需求之考量。時至今日教

育部公費留學仍是國家培養特殊專才、吸引人才回歸的重要

途徑，也讓台灣與國際社會進行連結與互動。因此，留學生

不僅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有形指標，也成為世界綜合國力競

爭的重要標的，許多政府都投注公共資源，予以發展，例

如，日本、韓國、中國及新加坡等均紛紛建構世界一流大

學、加強師、生國際交流之餘，仍重視以公費留學引導特殊

人才培育、進行全球人力布局之政策。鑑此，本研究採用文

獻分析、移地研究與比較方法，探討台灣與亞洲鄰近國家的

公費留學制度與變遷，期能作為我國未來公費留學制度政策

興革之參考與借鏡。進而提供我國公費留學制度興革之參

考。 

中文關鍵詞： 公費留學制度、全球化、比較研究、臺灣、韓國、日本、中

國、新加坡 

英 文 摘 要 ：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1872), the first group of 

30 bright young children was sent on the government-

funded program to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rogram was carried on by the ROC government which 

relocated in Taiwan after 1955 and has served the 

role of national moderniz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ever since. As time passed by, this public-funded 

overseas study program was also under great pressure 

for system reform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 of 

Taiwan＇s domestic social transform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mong the system re-structuring proposals, the 

delayed service obligation after graduation from 

overseas university ranks the number one 

unprecedented change. Under the old provisions, a 

scholarship recipient must return to Taiwan within 

the stipulated period. But from this year, under 

services held Executive Yuan national talents 



Conferenc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echoes whose 

global talent layout proposal, and passed this new 

regulation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Ph. D. 

oversupply and the declining number of Taiwan 

students studying and working abroad. The new rule 

allows student to extend up to 15 years after his/her 

graduation as long as finding employment in the top 

100 world-largest companies or universities. However, 

since this national scholarship involves sources of 

public revenue, the program should be under more 

strict regulation. To meet the need of global talent 

recruitment, the preceding policy relaxed requirement 

of the immediate return upon graduation. The current 

research project is an attempt to examine how the 

public-funded overseas study policy is formed to meet 

the need of globalization and domestic social change 

not only in Taiwan, but also in those targeted 

countries, such as Korea, Japan, China, and 

Singapore, who also provide public resources and 

scholarship to support overseas study. Research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are included as follows.

英文關鍵詞： public-funded overseas study program, globalization, 

public policy, Korea, Japan, China,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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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鄰近國家公費留學制度之比較研究 

周祝瑛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中文摘要： 

 

教育部公費留學制度遷台迄今已近半個世紀，對於促進遷台前的中國現代化與協助台灣邁向世界

接軌，功不可沒。近年因國內社會轉型、經濟條件改善，高等教育擴張與人民就學機會大幅提升等影

響，制度亦發生重大變化，如：2010年初行政院召開的全國人才培育會議中，教育部提出返國服務規

定進行重大修正提案。根據公費留學規定，凡學成者必須在規定期限下歸國服務，且服務期限與獎學

金領取同等時間。就公共政策而言，公共人才的培育及運用皆有一訂的規準，上述返國期限的放寬，

自有其時代需求之考量。時至今日教育部公費留學仍是國家培養特殊專才、吸引人才回歸的重要途徑，

也讓台灣與國際社會進行連結與互動。因此，留學生不僅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有形指標，也成為世界

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標的，許多政府都投注公共資源，予以發展，例如，日本、韓國、中國及新加坡

等均紛紛建構世界一流大學、加強師、生國際交流之餘，仍重視以公費留學引導特殊人才培育、進行

全球人力布局之政策。鑑此，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移地研究與比較方法，探討台灣與亞洲鄰近國家

的公費留學制度與變遷，期能作為我國未來公費留學制度政策興革之參考與借鏡。進而提供我國公費

留學制度興革之參考。 

 

關鍵字:公費留學制度、全球化、比較研究、臺灣、韓國、日本、中國、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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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題目: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ublic-funded Overseas Study Program in China, Korea, Japan, 

Singapore, and Taiwan  

 

英文摘要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1872), the first group of 30 bright young children was sent on the 

government-funded program to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rogram was carried on by the ROC 

government which relocated in Taiwan after 1955 and has served the role of national moderniz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ever since. As time passed by, this public-funded overseas study program was also under great 

pressure for system reform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 of Taiwan’s domestic social transform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mong the system re-structuring proposals, the delayed 

service obligation after graduation from overseas university ranks the number one unprecedented change. 

Under the old provisions, a scholarship recipient must return to Taiwan within the stipulated period. But from 

this year, under services held Executive Yuan national talents Conferenc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echoes 

whose global talent layout proposal, and passed this new regulation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Ph. D. 

oversupply and the declining number of Taiwan students studying and working abroad. The new rule allows 

student to extend up to 15 years after his/her graduation as long as finding employment in the top 100 

world-largest companies or universities. However, since this national scholarship involves sources of public 

revenue, the program should be under more strict regulation. To meet the need of global talent recruitment, the 

preceding policy relaxed requirement of the immediate return upon graduation. The current research project is 

an attempt to examine how the public-funded overseas study policy is formed to meet the need of 

globalization and domestic social change not only in Taiwan, but also in those targeted countries, such as 

Korea, Japan, China, and Singapore, who also provide public resources and scholarship to support overseas 

study. Research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are included as follows.  

 

Key words: public-funded overseas study program, globalization, public policy, Korea, Japan, China, 

Singapore,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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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鄰近國家公費留學制度之比較研究  

一、 研究背景、範圍與目的、方法  

（一） 研究背景 

教育部公費留學制度遷台迄今已五十餘年，對於促進過往中國的現代化與協助台灣邁向世界接

軌，功不可沒。近年因國內社會轉型、經濟條件改善，高等教育擴張與人民就學機會大幅提升等影響，

制度亦發生重大變化，如：2010 年初行政院召開的全國人才培育會議中，教育部提出返國服務規定進

行重大修正提案。根據公費留學規定，凡學成者必須在規定期限下歸國服務，且服務期限與獎學金領

取同等時間。衡諸國際，隨著全球化（globalization）浪潮，各國為因應全球化潮流所帶來的競爭發

展，高等教育走向國際化是必然趨勢，尤其是留學生間的國際流動 （student mobility），更是重要

的人才模式。但對開發中國家，如亞洲許多國家就存在諸多不利因素，如：亞洲地區的學術研究多處

於邊緣地位，研究期刊也非國際主流，出版刊物、書籍及其他學術出版品在世界各地流通相瑝有限 

(Altbach, 1991; Altbach & Balan, 2007)。儘管如此，許多亞洲國家仍投注許多資源與人力，致力

建構一流大學，並選送學生進行短期或長期交換與留學，如：韓國、日本、中國與新加坡的政府都加

強和世界各國大學的聯繫以及學術合作和人員交流等項目。此外，亦提供若干政府獎助學金，甄選優

秀學生出國留學，進行全球人才之佈局。  

（二） 研究範圍與目的  

因此，本研究以教育部公費留學制度為研究對象，輔以亞洲鄰近的韓國、日本、中國及新加坡四

國，探討上述國家公費留學制度之發展與變革，進而進行五國公費留學制度之比較，從而吸取他國之

經驗，提供我國教育部公費制度改革與我國全球人才佈局之政策參考。具體而言，本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教育部公費留學制度歷年來重大制度變革的決策歷程與依據，尤其針對 2010 年所提議的未

來將放寬返國服務年限之決策過程、配套措施與可能之影響評估。  

2. 瞭解教育部公費留學制度與政府其他各部會，研究單位、大學及企業等有關的留學制度間之關係。

該制度未來如何與上述其他單位相互合作，並發揮臺灣全球人才佈局上領頭羊的功能。  

3. 評估教育部公費留學制度在「國家亟需之人才」、「國內無法培育或難以培育之人才」、「選送赴特

別地區之人才」等目標是否符合預期。  

4. 比較亞洲鄰近國家，如:韓國、日本、中國及新加坡等國之公費留學制度及其演變情形，透過相關

之留學理論，比較各國之異同，藉此提供未來我國教育部公費留學制度興革之參考。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移地研究與比較方法，探討台灣與亞洲鄰近國家的公費留學制度與變遷，

進而提供我國公費留學制度興革之參考 (參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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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研究架構 

二、 留學教育中公費留學之理論基礎  

（一） 菁英理論  

教育部公費留學政策為國內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延伸，亦被視為是一個選擇社會精英的機制，尤其

是在國際間政治、經濟、文化關係日益密切的時代，具有國際經驗勢必將成為社會領導者所應具備的

條件之一。所以，瑝台灣邁向現代化國家之際，留學生，尤其是教育部公費留學生對於國內社會各領

域所帶來的影響為何值得探討。其次，留學國別也是影響留學經驗的重要因素。教育部公費留學生仍

以美國為主，其次是英國，而後是德國等。美、英兩國皆屬英語系國家，不難理解這與我國以英語為

主要外國語言的教育有密切相關。民國八十一年後，教育部規劃公費留學美國的名額低於五成，並增

加留學西歐、東歐、獨立國家國協及日本的公費生名額。近年我國與西歐、東歐、獨立國家國協、中

東、東南亞、澳洲、中南美洲等地區關係日益密切，教育部公費留學擬擴大至這些國家，具體策略包

括：針對國內外語人才需求情況，一方面獎助國內各級學校語文類科教師出國進修，另一方面擇定若

干重點國家，如：東南亞、獨立國協、西歐、東歐、南歐、中東地區、中南美洲等，甄選優秀人才赴

各該國學習語文教學，或培訓各該國語文之翻譯人才；另一方面並配合國內各級學校及教育行政機構

實際需要，選擇重要領域，補助在職教師或教育行政人員帶職帶薪公費出國（含長期及短期）進修，

此項工作特別考量東南亞區域研究之推廣工作（教育部，1995）。由此可知，教育部公費留學國別的規

劃實具有國家政策導向特色。 

（二） 文化學習理論  

留學透過國際化的廣泛知識和觀點，提供直接學習他國文化並豐富自身文化的機會，因此，留學

最明顯價值在於了解他國文化。但留學的價值不應侷限於此，更重要的是透過他國文化之瞭解可以反

過來增加對自己本身文化的反思（Opper, Teichler & Carlson, 1990）。留學生必須先知到人我存在

的差異，然後才能有發展的進步空間，並對地主國文化有所推論。發展模式和體驗式學習模式都假定

學生在與地主國文化交互作用時，觀察到行為和習俗的差異。人種誌發現模型（ethnograp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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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model）則認為：一開始留學生就必須去蒐集可觀察行為之間的差異，在體驗和發展的學習

過程中學習其他文化。如此跨文化的學習提供了留學生蒐集地主國文化資料的機會，作為體驗、學習

他國文化的基礎。 

Laubscher（1994）研究留學生學習他國文化時指出：參與式的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

人際交互作用（personal interaction）及旅行等三種方式，會比課堂上的講授更能個體對文化差異

有較明確的知覺。因此，到國外留學乃豐富文化經驗的絕佳機會，因它將個人置於一個不同於國內的

環境，提供個人發展及改變的刺激，雖然改變方向大多無法預期，因留學生可能因有更深的反省而失

掉原有的文化認同觀點；也可能失去自信，或者變得更具國家主義的傾向，甚至發展出新的觀點而更

具世界觀（Opper, Teichler & Carlson, 1990）。因此，為達國際化的目標，透過留學來達到對他國

文化的學習，乃是各國經常的做法。  

（三） 推拉理論（push-pull theory）  

長久以來留學教育被認為是對個人及國家發展的一種投資，直到 1960 年代，人才外流的疑慮挑

戰了留學教育的價值，因為發展中國家的人們認為較富有的國家正藉著吸引他們國內的專家與出國留

學生而回過來傷害他們。因為先進國家本身透過經濟與社會優勢，對開發中國家之人才進行招聘，讓

這些發展中國家因重要人才流失而導致教育投資的浪費。留學教育原是已開發國家對發展中國家一種

科技上的援助，可是後來卻被扭曲成是奪取才能的工具（Glaser, 1978；Li & Bray, 2007）。  

從開發中或未開發國家派遣學生前往已開發國家留學，以促進本國的經濟發展，至少須面對三種

留學生對本國發展有所貢獻的障礙：一是留學生無法完成在國外的學業，二是留學生學成後滯留國外

不歸，三乃留學生雖學成國到國內，但留學所學在國內並沒有多大效用 （Kindleberger, 1968）。人

才外流是一個持續、動態的歷程，其影響因素取決於社會、經濟、政治及其它國內外環境的快速變遷，

涉及的層面很廣。就影響人才外因素之性質而言，可分為「推」和「拉」之別，即在各因素中，對本

國人才不利的流失因素，常被稱為「推」的力量，而他國具有利吸引的誘因稱之為「拉」的力量。這

種「推」與「拉」因素隨所處環境條件與個人選擇等不同角度而定，如許多開發中國家國內待遇偏就

業條件不佳、生活水準不高與政治環境不安等因素，形成留學生與高級人才被推出去的因素（曾玉娟，

1998; Robert & Chou, 2008）。也有其他的學者歸納開發中國家促使人才外移的「推」的因素，與先

進國家吸引人才留下來「拉」的因素有以下幾點（Adams,1968）：薪資差距、技術差距、專業成長及表

現機會、母國人力政策及晉用機會之侷限、政治因素、其他非經濟及專業因素等。 

（四） 世界系統理論（world-system theory）  

依 Wallerstein 所言 (1974)：世界系統是一個社會系統（social system），它有界限、結構、

組成成員、法則及連貫性，各個因素之間，互相衝突的力量構成了世界系統的生命。隨著資訊科技的

發展，世界可被分為資訊豐富及資訊貧瘠的國家，世界經濟的可能特徵就是這些國家間不帄等的交流，

這些關係可由「世界系統理論」的脈絡來加以瞭解，其主要焦論點在於分配（distribution）和交流

（exchange），而不是生產，因此，國際交流的焦點在於彼此的交互作用，也就是人員、資訊及物質的

交流（Barnett & Wu, 1995）。此外，Chase-Dunn（1989）說明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的概

念，指出核心國家是政治、經濟、文化的霸權國家，而核心-邊陲的關係就是霸權關係的反映，受霸權

關係宰製。這種核心-邊陲的關係也存在於國際學生交流網路中，先進國家，如：美國和西歐，位居核

心，而第三世界國家位居邊陲。西方先進國家因這些留學菁英而鞏固核心的地位，而開發中國家則因

人才技術外流而繼續留在邊陲地位。據統計我國學生留學國家簽證人數，國際交流範圍及留學生流動

方向正不斷擴大及改變中，不再侷限於美國，不同國家的相互瞭解與合作益顯得重要（教育部國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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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處，2008）。而從我國高等教育等措施以及通識教育課程的規定等決策，都可反映出我國高等教育深

受西方國家的影響（陳舜芬，1993）。  

（五） 全球化與高等教育  

全球化是一種高度異質化的現象，涉及到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移民、環保等不同領域，藉

由資本主義的世界性擴張，透過跨國性的經濟和工業組織建立跨國企業，對全球提供及推銷特有的商

品、服務以及消費模式。這些跨國公司所關注的主要是商業利益，而非人類社會的福祉。目前各國市

場的開放自由化和政府權力的鬆綁、放權也是全球化過程中的一項特色(Wallerstein, 2001)。 

根據全球化的觀點，長期以來視為公益事業的教育機構，由過去國家稅收補助性質轉為由使用者

付費的觀念所取代，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領域，更加主張由學生負擔較高的學費，而非政府負擔高教投

資。各國高等教育機構淪為生存競爭而推陳出新，為搶佔市場而日趨商業化。在全球化的潮流下，高

等教育的發展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市場化與大眾化的挑戰（Yang, 2003），如：(1)經濟實用主義盛行，

在教育上過度強調經濟效益，完全從實用角度來衡量高等教育的發展與成效。(2)大學出現財政危機，

大學人數迅速增加，各國政府對高等教育的公共投資不斷緊縮，逐漸出現高等教育財政危機。公立機

構必須轉向仰賴學費、各界捐款及企業投資等；大學的研究、教學與社會服務將更趨向符合市場化需

求。(3)隨著電腦資訊的日益發展，遠距教學成為高教的新興市場。網路化教學、空中大學已成為各大

學積極發展的領域。(4)吸引海外留學生，幾乎已成為各國高等教育財政收支的重要來源之一，例如到

各地舉辦留學展、提供留學簽證、招收海外留學生就是一例。尤其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簽訂下，

開放高等教育的市場幾乎成為各國教育談判的主要議題之一（姜麗娟，2004）。尤其公費留學教育更牽

涉到各國政府與大學之間的學術合作與互惠關係，面對全球化的到來，其間的變化與發展，更值得吾

人關注。 

三、 亞洲鄰近國家公費留學制度探討  

（一） 韓國公費留學制度  

韓國現有以下幾種留學生經費：韓國政府獎學金、外國大學獎學金、韓國大學留學項目獎學金、

企業或公司獎學金、自費等。其中獲得政府獎學金到國外留學的只佔極少部份，大部分學生以自費留

學為主。自 1977 年以來，韓國由政府提供 2～3年的獎學金，選派成績優異的大學畢業生到國外攻讀

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以培養高級人力資源。這群公費生在學成歸國後，必須依規定進入特定行業領

域，為國家服務一段與其留學時間之領公費等長的時間，貢獻所長。 謹歸納韓國留學獎學金和相關優

惠政策如下 (徐小洲等，2007)：  

1. 國家留學獎學金：韓國政府為本國學生出國留學提供國家（政府）獎學金。2004 年提供 40 名，

包括攻讀學士和碩士學位課程的獎學金 33名，另外 7個名額提供給攻讀博士學位的學生，後者 7

個名額主要前往英美兩國大學，申請者必須通過兩輪考試才能確定錄取，第一輪相瑝於初試，第

二輪又分成筆試與面試，按最後成績取前 40名。  

2. 獲得國家留學獎學金出國攻讀博士學位者在學成回國後需要履行一定的義務，如：在留學過程中

替政府蒐集各種學術資訊，整理成報告（每年至少一份），且留學結束後回國需到指定部門服務與

留學年限等同的時間。  

3. 該項獎學金資助在 2005 年有所調整，如申請「非洲地區研究」專業的學生，由託福改考成法語；

中南美洲地區研究專業外語科目考試由西班牙語轉為葡萄牙語﹔建築工程專業由法國轉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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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總人數來看，能獲此獎學金的留學生機會甚少，但競爭相對更激烈。以留學科目來看，選擇人

文社會專業的學生大多選擇到亞洲國家留學，理工科專業的學生多數前往歐洲或美國。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韓國政策導向以「送學生出國留學」轉為「接收國際學生來韓留學」，認為接

受海外國際學生為扭轉國家貿易赤字的重要途徑(楊景堯、周祝瑛，2010)。吸引國外留學生成為政府

實行國際化的新重點。不過，韓國目前仍是高等教育留學輸出國，除了大量韓國學生到先進國家留學

外，有愈來愈多教育機構的輸入。此外，雖然韓國非常重視與亞洲鄰邦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但在亞洲

國家之間尚未建立貣像歐盟相互承高等教育學歷學位的協議，缺乏雙邊或多邊許可的標準，這也是整

個亞洲地區高等教育國際化有待改進之處(楊景堯、周祝瑛，2010)。  

（二） 日本公費留學制度  

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日本大多由私人企業選送在職人員出國短期進修，政府選送出國比例較少。

根據一項  「促進日本大學國際化創新模式」  (Innovative Models for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Japanese Universities ) 調查顯示：日本 37%具世界一流水準與論文被

高引用率的研究人員，大多具有海外博士後研究的經驗，說明瞭海外學習經驗對個人日後研究發展與

國際接軌具有啟發作用，尤其是在年輕時候的海外留學經驗，將會影響日後的生涯發展(楊景堯、周祝

瑛，2010)。 不過， 儘管近年來日本研究者出國研究的人數持續增加， 但是停留時間卻往往不到三

十天，且日數在下降中。為此日本教育文化體育及科技部(MEXT)指出：日本學生與學者之所以較少出

國的主要理由是欠缺足夠的外語能力、申請人數太少、留學時期危機處理支援系統不足、 出國未必對

日後找工作有利，以及國外學分較難被日本大學所承認等問題，這些都是日本大學生出國不夠踴躍的

原因(楊景堯、周祝瑛，2010)。  

相對之下，根據 2006年 5月統計，東京大學瑝年出國留學者共有 353人，相較於該年本國學生

有 22683 人，此數字僅佔 1.5%，且博士生居多，佔留學生總數的 73%，其次為大學部學生、碩士生以

及在職專班人員。出國的地區，以美國為最大宗，佔 30%，其次為法國、英國、德國與中國。可見，

日本出國留學仍多選擇歐美先進國家。東大學生出國進修主要是短期留學的派遣制度，此與東大招募

外國留學生短期留學一樣，派遣本校學生至締約學生進行短期進修交流。符合資格者，東大同樣支給 3

個月以上 12個月以下，每月 8萬日幣的獎學金。  

另外，日本於 1980年代即提出大學國際化相關的政策，如 1983年，「招收外國留學生 10萬人」

計劃， 2007 年「亞洲閘道(Gateway)戰略會議」，也將大學國際化定位為未來立足於亞洲的重要策略

之一(楊武勳，2007)。2008年初，更提出「接收 30萬外國留學生計畫」，希望在 2020年以前能將來

日留學生的人增加至三十萬人。由此可見，日本目前國際化的重心是放在對海外國籍學生的招募上，

而非選派留學生， 尤其是公費留學生出國深造。 

（三） 中國公費留學制度  

中國公費留學制度主要由「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負責，該機構直屬於教育部的非盈利性事

業法人組織，由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推派 15 家委員單位法人組成，負責中國公民

公派出國留學和外國公民來華留學等業務。該基金管理委員會自 1996 年成立以來，秉持「個人申請、

專家評審、帄等競爭、擇優錄取、簽約派出、違約賠償」的六項原則。錄取人數由 1996 年的 2,044

人增至 2008年 12,957 人，公派生（公費生）錄取人數增加 5.3倍。1996年至 2008年共派出 48,605

人，回歸率帄均為 97.65%。2008 年回歸率為 9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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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國公派留學種類高達 185個項目、五大類：(1)高級研究學者、(2)訪問學者（含博士後）

研究項目、(3)研究生（包括碩士和博士研究生）、(4)互換獎學金、與(5)專項出國留學。此外還包括：

博士後、攻讀博碩士學位研究生、中外聯合培養博士研究生、大學本科生，及高中生和大學畢業後的

實習生等。目前，中國公費出國以選派研究生和訪問學者為主。  

自 2007 年貣，中國教育部、財政部開始實施「國家建設高水準大學公派研究生」項目，採取國

外大學或導師、國內高校、國家留學基金委員會三級審查方式。五年內每年從各重點大學中選派 5000

名研究生出國留學，以拜師國外院校的一流學者、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頂尖創新人才為主。選派的重

點領域為：能源、資源、環境、農業、製造、資訊等領域及生命、空間、海洋、奈米及新材料科學和

人文及應用社會科學。其中八成五的人員須符合 《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確

定的重點領域、先導型科技和基礎學科，至於人文及應用社會科學選派規模則只佔 15%。其中來自「985

工程」的學校就佔錄取總數的 70%。被錄取者大多前往歐美與日本等先進國家，邀請一些具有世界影

響的資深研究人員擔任導師。其中補助期限博士學位一般為三至四年，中外合作培養博士的留學期限

為半年至兩年。  

此外，中國也針對實際需要人才進行派遣工作，例如：資助四川地震災區 150名本科在讀生赴美

國留學一年；選派青年教師出國研修，配合西部大開發戰略、東部崛貣，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政策，

甚至為國內重點行業和特殊人才需求服務項目，公派留學，甚至為外交部、中聯部、中科院、社科院、

農科院等部門和行業培養了大批急需人才 (邵波濤，2008) 。  

（四） 新加坡公費留學制度  

新加坡政府近年來鼓勵大學部學生前往歐美著名大學進修，並提供為期三到六年的獎學金，且各

部會都有針對不同領域的學生提供與該部門有關的獎學金機會，如:法學、外交與教育領域等。以星國

教育部為例，每年針對有志於將來從事與教職有關的成績優秀大學生， 提供百一百多個教學公費留學

獎學金名額，攻讀學門包括:美術、家政、音樂、母語、德語、法語、日語、數學、科學等。留學國規

定需以前往澳洲、加拿大、法國、德國、英國、中國、日本、台灣、美國、紐西蘭等國。 由教育部提

供四到六年不等全額的獎學金。 

此外，其他著名的公費留學獎助包括：總統獎學金(就讀國內外大學)、新加坡政府獎學金 

(Singapore Government Scholarship)、國內及國為交換優秀獎學金  (Local-OverseasMerit 

Scholarship，及國內優秀獎學金(Local Merit Scholarship)等也提供大學部學生出國留學的機會。

值得注意的是各部會所規定的學門相瑝寬廣與偏重基礎學科，且留學期限最長高達六年。其中大多獎

學金都以大學成績來申請， 加上須具有強烈服務公職的企圖心與課外活動表現 ，學成歸國後由政府

安排工作，並完成五到六年的就業履約服務，其公費留學之權利與義務規定分明，執行徹底。尤其大

多部會都針對選拔未來有意願從事相關領域、擔任公職的人員而來，可謂具備「考、育、用」合一的

設計。 

四、 結論 

本研究探討教育部公費留學制度歷年來重大制度變革的決策歷程與依據為何，尤其針對 2010 年

放寬返國服務年限之決策過程與配套措施。瞭解教育部公費留學制度與政府其他各部會，研究單位、

大學及企業等有關的留學制度間之關係。評估教育部公費留學制度在「國家亟需之人才」、「國內無法

培育或難以培育之人才」、「選送赴特別地區之人才」等目標是否符合預期。最後，進一步比較亞洲鄰

近國家，如:韓國、日本、中國及新加坡等國之公費留學制度及其演變情形，比較其特色與異同，藉此



 10 

提供我國教育部公費留學制度興革之參考。 

隨著國內高等教育環境改變與全球化趨勢下，本研究認為實有必要建立教育部公費留學制度之檢

討機制，進而督促政府未來能全面檢討各部會之公費留學制度，在台灣人才全球佈局的策略下，重新

思考各部會「選才、育才、用才」等三方面人才培育目標，進而進行合作與整合政策、資源與法規，

作為長期培育高級人才之參考。至於亞洲鄰近國家除日本大多由私人企業選送在職人員出國短期進

修，政府選送出國留學比例較少外，其他國家中如韓國最近政策導向開始以「送學生出國留學」轉為

「接收國際學生來韓留學」，吸引國外留學生成為政府實行國際化的新重點。不過，韓國目前仍是高等

教育留學輸出國，除了大量韓國學生到先進國家留學外，也有愈來愈多國際教育機構輸入該國。至於

中國自 2007年貣，其教育部、財政部開始實施「國家建設高水準大學公派研究生」，五年內每年從各

重點大學中選派 5000 名研究生出國留學，前往一流學府、以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頂尖創新人才。選

派的重點領域偏向理工與自然科學人才為主。至於新加坡政府則各部會鼓勵大學部學生前往歐美著名

大學進修，並提供為期三到六年的獎學金，攻讀學門不限自然學科，而以人文、藝術及外語等；留學

國也相瑝多元，不只是歐美國家。其他如香港、歐盟與英國等，也為了鼓勵年輕人出國留學，而紛紛

設立各種政府公費或慈善獎助學金，值得進一步探討。  

最後，培養相關研究人員參與國際研究之能力，增加與國家公費訂定之政府及學界人士聯繫的機

會，也可加強制度公費生之彼此之間的聯繫，形構公費生網絡，定期舉辦公費留學政策與制度的檢討

與建議，引導公費留學未來趨勢的正確指引與導向，以期與亞洲鄰近他國之公費相比擬，更能進一步

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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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日期：101年 7月 19日 

                                 

一、 國外(大陸)研究過程 

日本秋田國際教養大學為政大締結之姊妹校，本次研究交流前往日本秋田的國際教養大學進行日

本公費留學學術交流與公費文獻資料相關搜尋，國際教養大學是由中國問題研究學者中島嶺雄擔任校

長，是一所朝國際化邁進且設備完善的大學。該大學主要致力於培養具國際觀的學生，提倡「國際教

育（International Liberal Arts）」的教育理念，該校以英語為首的外語溝通能力，以及掌握豐富的

教育資源，以培養具全球化視野以及專業知識的實踐力的人材為訴求，為國際社會和社區做出極大貢

獻。 

而本次為期八天的研修內容包括：與日本教養大學理事長中嶋嶺雄、學長秘書鈴木和代、課程長

前中教授、山崎直也教授、廣島大學大塚豐教授、一僑大學太田 浩（Hiiroshi OTA）教授以及 Yuko Sawata

等人交流訪談和蒐集公費相關資料文獻；訪談內容除論及台日的公費留學制度外，亦將重點圍繞台日

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議題，反思當前兩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現況與問題因應之道。 

二、 研究成果 

見（二）國際教養及其附件。 

三、建議 

建議政府正視台日之間高等教育的國際互動情形，藉由兩國公費留學制度之異同，取其長，捨期

短，以此檢討國內公費留學教育的問題，並即早擬定國內公費留學制度未來之走向與修訂；此外，對

於台日之間公費留學的政策擬訂亦可提高關注，台日之間交易密切，政經關係更密不可分，若強化兩

國之間公費留學的制度結合，不僅未來人才可相互流動，提高教育互利的程度，亦能於加深台灣於東

亞學術圈的影響性與主導性。 

三、 其他 

見（一）研究相關書目。 

計畫編號 NSC 100-2410-H-004-151- 

計畫名稱 亞洲鄰近國家公費留學制度之比較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周祝瑛 

服務機構

及職稱 
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出國時間 
101年 7月 1日至

101年 7月 8日 
出國地點 日本秋田國際教養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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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相關書目 

 中嶋嶺雄：《日本人的教養》（東京：朝日新聞出版，2011） 

 中嶋嶺雄：《学歴革命 秋田発 国際教養大学の挑戦》（東京：ベストセラーズ，2012） 

 中嶋嶺雄：《「全球」教育》（東京：西村書店，2010） 

 大桃 敏行、上杉 孝實、井ノ口 淳三 、植田 健男 編集：《教育改革的國際比較》（ミネルヴァ

書房，2007年）  

 

一、學校教育、學力 

 

第一章  法國的教育改革與中等教育 

前言---教育改革的時代 

1. 中等教育系統的變化 

2. 中等教育課程的變化 

結語 

 

第二章 德國的學力問題與教育改革 

前言 

1. 德國的學校教育實踐之課題 

2. 德國的 PISA 調查結果 

3. 德國教育改革的現狀 

4. 德國教育改革的批判 

 

第三章 德國的學力保證政策 

前言 

1. 德國教育改革的沿革 

2. 從 PISA 調查揭發的課題 

3. 從教育政策可見其能力、學力觀---從學校教育可以獲得什麼 

4. 教育改革的方向性 

結語 

 

第四章 北歐諸國的學力政策---以平等和品質保障為目標 

前言 

1. 對應知識社會之北歐型終身學習社會的構築 

2. 終身學習社會的新學力觀研究與國際學力調查之參加 

3. 北歐諸國之學力提昇政策的展開 

結語 

 

第五章 俄羅斯聯邦的教育改革動向 

前言 

1. 教育的自由化與崩壞的葉爾欽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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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濟復興與普京的改革 

結語 

 

第六章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學力提昇政策---聚焦於統一課程及學力測驗 

前言 

1. 新課程及學力測驗導入的背景 

2. 新課程的概要 

3. 學力測驗的概要 

4. 考察---省統一課程及學力測驗的效果和課題 

結語 

 

第七章 美國的學力提昇政策---MCAS 測驗之教育評量行政的現狀 

前言 

1. 州長主導的教育統治系統登場 

2. 學力提昇政策及 MCAS 測驗的實施 

3. 教育評量行政的展開 

結語 

 

第八章 新加坡的教育改革 

前言 

1. 世界第一的高學力 

2. 數學、理科學習的愉快感---與日本比較 

3. 新加坡教育政策的轉換 

4. 新加坡版「鬆綁教育」---「不教太多，促進學習」 

結語 

 

 

二、教師評鑑 

 

第九章 英國的能力主義教師評鑑---從實態調查來看 

前言  

1. 形成教師評鑑願景的教師法制及教師政策 

2. 從事例來看能力主義的教師評鑑 

3. 對不適任教師的實際對應及管理職改革 

結語 

 

第十章     俄羅斯聯邦的教師評鑑 

前言 

1. 蘇聯的教師養成、研習制度 

2. 教師任用及日常評鑑 

3. 對於優秀教師的較高等資格的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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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校評鑑中的教師評鑑 

5. 俄羅斯聯邦教師評鑑的特色 

 

第十一章 美國的教師評鑑 

前言 

1. 美國教師評鑑制度的概要 

2. 教師評價的實際---馬里蘭州的事例 

3. 「教師參加型」教師評鑑的普及 

結語 

 

第十二章 中國的學校改革---市場體制下的教師評鑑 

前言 

1. 朝向公私共存學校制度 

2. 朝向開放學校 

3. 被評價的教師 

結語 

 

 

三、成人教育、終身學習 

 

第十三章  英國教育改革中終身學習的動態 

前言 

1. 繼續教育的振興 

2. 終身學習政策的展開 

3. 繼續教育的機關 

4. 終生學習的社會性格 

結語 

 

第十四章 法國終身教育的新展開---工作及成人教育 

前言 

1. 以職業、工作為軸心的終身教育的全體動向 

2. 71 年法的定著、高等教育及 GRETA 

3. 以職業為中心的法國終身教育之背景及意義 

結語---法國與日本 

 

第十五章 為適應知識社會的瑞典教育改革 

前言---以分權化為中心的教育改革 

1. 在知識社會中的教育政策目標 

2. 教育大國瑞典的教育制度 

3. 1990 年代的教育改革 

結語---循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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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美國的成人教育及教育改革 

前言 

1. 美國的成人教育特質 

2. 非傳統型高等教育的發展 

3. 成人識字教育的課題 

結語---成人教育和教育改革的關聯性 

 

第十七章 美國的終身學習促進措施的特質 

前言---美國終身學習促進措施的焦點 

1. 終身學習促進的法基礎 

2. 對於終身學習促進措施的評鑑 

3. 少數族群的貧困問題仍在 

結語---給日本的啟示 

 

第十八章 中國和台灣的社會變動及社區教育 

前言---社會變動及教育的變貌 

1. 成為社會安全網的社區教育---中國都市部的事例 

2. 育成民主社會的市民為目標的社區大學---台灣都市部的事例 

結語 

 

第十九章 東南亞的終身學習及教育改革---印尼的例子 

前言 

1. 根基於社區的終身教育 

2. 行政主導的終身學習 

3. 教育改革與終身學習的新的展開 

結語 

 

 

第二十章 不丹的教育改革 

前言 

1. 方法及課題 

2. 國際社會中開發主義論述的政治性 

3. 傳統的育兒方式及性別差異的觀念 

4. 非正式教育的現況 

5. 兒童所在的環境 

結語 

 

終章 教育改革國際比較的啟示---從 governance 觀點 

前言 

1. 教育改革及 NPM 型 governance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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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間及時間軸而來的差異 

3. 網絡型 governance 改革及大學的角色 

結語---國際比較的啟示 

 

 佐貫浩、世取山洋介編：《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其理論、實態與對抗軸》（大月書店，2008年） 

 

緒論：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研究的到達點與課題 

 

第一部 問題的所在與理論 

 

第一章   後福特主義與教育改革---資本主義史的第三階段與新自由主義之歷史  位置 

1. 1990 年代以降的教育改革諸構想之內容與型態特徵 

2.資本主義的歷史展開與新自由主義的歷史位置 

3.資本主義批判的思想、運動、體制的歷史展開 

 

第二章   新自由主義教育政策中以為基礎之理論展開與其全體像 

1. 以為目標的福祉國家 

2. 弗力曼基植於「市場」的新自由主義 

3. 弗力曼學說於經濟學的展開 

4. 以「契約」為基礎的新自由主義 

5. 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的全體像 

6. 日本的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之展開與現階段 

 

 

第二部 日本改革的現狀 

 

第三章   首先進行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的東京都 

1. 產業結構轉換的成功與先行的教育改革 

2. 學校選擇制的擴大與學校廢統合 

3. 在無檢証之下從中小學一貫教育到廢統合 

4. 學力測驗的擴大與學測體制的確立 

5. 新學校評鑑系統 

6. 對應學力測驗的學校兩學期制 

7. 對兒童造成的負面影響及其對抗軸 

 

第四章 足立區教育改革的結構與問題---著眼於學力向上政策 

1. 第一期教育改革（2000 年～） 

2. 第二期教育改革（2003 年～） 

3. 以目標管理、評鑑、競爭、選擇來成就「學力」的提昇 

4. 學校、家庭、地區的「學力提昇總動員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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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與地區---從現場看到的不平等與聯結的破壞 

1. 貧富差距對教育的直擊 

2. 「教育改革」的強行與不平等問題 

3. 教育基本法改惡與學校評鑑系統的問題 

4. 從破壞中產生的新的連結 

 

第六章   高中教育的變貌---以東京都為素材 

1. 石原教育行政 

2. 都立高中「改革」及其變貌 

3. 基植於「管理報告」的重點支援制度之實態 

4. 遽變的高中入學考試制度 

 

第七章   教師地位及學校組織的改變---不斷有新事態出現的東京都 

1. 從學校「運營」到「經營」的改變 

2. 階層化進展中教師的改變與矛盾 

 

第八章   師生關係的改變---心理諮商師的觀點 

1. 增加中的兒童抑鬱傾向 

2. 陷入 apathy 的孩子們 

3. 不適切的養育及 attachment 

4. attachment 的機能 

5. 被破壞的人際關係 

6. 象徵的兩事件 

 

第九章    1990 年代以降的日本的學力觀、教育課程管理的變遷---以學力測驗為基礎的 PDCA 循環有

效嗎 

1. 該如何讀取 PISA2006 的結果 

2. 1990 年代「教育改革」中學力觀的變貌 

3. 1998 年版學習指導要領之「軌道修正」 

 

第十章    國立大學的獨立行政法人化---大學的新自由主義改革 

1. 國立大學法人化的三根源 

2. 組織原理的轉換 

3. 以目標、評鑑對大學的統制 

4. 以預算裁量經費化對大學的統制 

5. 大學標準的崩壞 

 

第十一章 在教育行政上國家－地方關係的變化及其要因 

1. 固有性的廢棄及關係變化的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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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地方教育行政法改正看教育部描繪的國家－地方關係 

 

 

第三部  於各國的展開 

 

第十二章 美國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的展開---聚焦於政府間關係的變貌 

1. 基植於美國型福利國家原理之公教育中的政府間關係 

2. 美國型福利國家之聯邦政府的撤退及州政府主導的教育改革 

3. 聯邦政府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與對州政府的規範 

4. 關於教育之新自由主義政府間關係的含意 

 

第十三章 美國紐約市之教育行政制度改革分析---Mayoral Control 的法結構 

1. 州法改正的背景 

2. Mayoral Control 的結構 

 

第十四章 美國紐約市之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的展開---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導入手法之 Mayoral 

Control 

1. 各教育行政主體之州法上的權限與角色 

2. 紐約市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之階段性展開 

3. 以預算分配「賞罰」進行之成果管理手法的確立 

4. 小結 

 

第十五章 紐西蘭的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的展開與其特徵---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的現階段 

1. 第一改革期（1984~1990:工黨單獨政權） 

2. 第二改革期（1990~1999：國民黨政權～國民黨聯立政權） 

3. 第三改革期（2000 年以降：工黨聯立政權） 

 

第十六章 英國 NPM 教育改革的展開 

1. 保守黨政權的教育改革 

2. 布萊爾工黨政權的教育改革 

3. 英國教育改革的現在 

4. 小結 

 

第十七章 成為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對抗軸的威爾斯---廢止全國測驗保全地區學校 

1. 威爾斯教育改革的全貌 

2. 對青年的職業教育與證照之重視 

3. City academy 的擴大及問題點 

4. 威爾斯能夠養成對應全球主義的人才嗎 

 

 

第四部 對抗軸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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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學力」與「人物像」---如何與新學力管理系統對抗？ 

1. 新自由主義之學力要求與教育改革的特質 

2. 新學力管理系統帶來了什麼呢 

3. 在關係與參與的重建中重新思考學力概念 

 

第十九章 與新自由主義對抗的教育公共性為何 

1. 新自由主義教育政策的市場模型 

2. 關於公共性之理論上對抗的展開 

3. 依據教育自由而來的教育公共性的重建 

 

第二十章 美國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的兩個對抗軸---於學校的共同以及於教育的平等 

1. 批判的佈置狀況與 NCLB 的內在缺陷 

2. 兩對抗軸的內容及其意義 

3. 美國兩對抗軸之理論的合成與給日本的啟示 

 

（二）國際教養及其附件：下一頁。 



2011/12/1 
 

何為「國際教養」？ 

 
國際教養大學 

山崎直也 

 
 
一、 日本哪些大學有國際教養學部 

 
何為「學部」？ 

東京大學 《大學部》 
法學部 Faculty of Law 
＞下面有三個「類」（第一類：私法/第二類：公法/第三類：政治） 

《研究所》 
法學政治學研究科 Graduate Institute for Law and Politics 
＞下面有兩個「專攻」 

 
國立政治大學 College of Law 

＞下面有法律系（大學部）以及法科所（研究所） 

 
目前日本哪些大學有國際教養「學部」？ ⇒附件一 

 
有一些大學設有國際教養「學科」 
  仙台白百合女子大學人間學部國際教養學科（2002 年） 
  神戶女子大學文學部神戶國際教養學科（2006 年） 
同志社女子大學文藝學部國際教養學科（2007 年） 
北陸大學未來創造學部國際教養學科（2007 年） 
京都外國語大學外國語學部國際教養學科（2010 年） 
日本大學國際關係學部國際教養學科（2011 年） 

  福岡女子大學國際文理學部國際教養學科（2011 年） 

 
 
 
 



有一些大學以其他名稱推行國際教養教育(International Liberal Arts Education) 
ICU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College): 國際基督教大學（東京都） 
  日本最有代表性的 Liberal Arts College 
  建校於 1949 年（大學設置 1953 年） 
APU  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大分縣） 
  建校於 2000 年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College of Asia Pacific Studies 
⇒G4 聯盟（成立於 2010 年）：ICU/APU/SILS/AIU 

 
2000 年代末期以後的狀況：在有一些大學新設國際教養學部（科）的同時，也出現放棄

「國際教養」這四個字的大學 
富山國際大學 
  2004 年  人文社會學部→國際教養學部 
  2008 年  國際教養學部＋地域學部→現代社會學部 
名古屋商科大學 
  2010 年  外國語學部國際教養學科→傳播(Communication)學部現代教養學科 

 
有一些短期大學也有國際教養學科 

  大阪基督教短期大學（1992 年），南九州短期大學（2003 年） 
  光陵女子短期大學 

1982 年開設國際教養學科，2001 年改制為國際傳播(communication)學科 

 
二、 國際教養學部的教育內容？ 
每個學部（科）皆有其特色（定義） 
國際教養大學  Global Studies Program/Global Business Program 
橫濱市立大學  人間科學/社會關係論/國際文化 
追手門大學    亞洲學科/英語溝通學科 
桃山學院大學  英語溝通研究/歐美研究/亞洲研究/日本研究/媒體研究 

 
2000 年代的開設的國際教養教育共同強調培養學生的外語溝通能力以及多元文化觀點 
有一些學校有義務性的交換留學 
不少學注重區域研究(Area Studies) 



附件一

設有國際教養學部（系）的公立大學

大學名稱 學部（系）名稱 學部開設 大學設置 備註

建校

國際教養大學 國際教養學部 2004 2004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Liberal Arts

橫濱市立大學 國際教養學系 2012 1949 原國際總合科學部

1882

設有國際教養學部的私立大學

大學名稱 日本研究/媒體 學部開設 大學設置 備註

建校

東京女學館大學 國際教養學部 2002 2002
Tokyo Jogakkan College Facaulty of International Liberal Arts (?) 1888
早稻田大學 國際教養學部 2004 1920
Waseda Universit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iberal Studies 1882
宮崎國際大學 國際教養學部 2005 1994 原比較文化學部

Miyazaki International Colleg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iberal Arts 1939 日本第一所全英語教學的Liberal Arts College
上智大學 國際教養學部 2006 1928 原比較文化學部

Sophia University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1913 1949年開設國際部（全英語教育）

獨協大學 國際教養學部 2007 1964 原外國語學部語言文化學科

Dokkyo University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Liberal Arts 1883
追手門學院大學 國際教養學部 2007 1966 原文學部亞洲學科，文學部英語文化學科

Otemon University Facaulty of International Liberal Arts 1888
中京大學 國際教養學部 2008 1956 原教養部

Chukyo Universit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iberal Studies 1954
桃山學院大學 國際教養學部 2008 1959 原文學部

St. Andrew's University Facaul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Liberal Arts 1884
廣島女學院大學 國際教養學部 2012 1949 原文學部

Hiroshima Jogakuin University Facaul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Liberal Arts 1886

http://www.aiu.ac.jp/
http://www.yokohama-cu.ac.jp/
http://www.tjk.ac.jp/
http://www.waseda.jp/
http://www.waseda.jp/sils/
http://www.mic.ac.jp/
http://www.sophia.ac.jp/
http://www.fla.sophia.ac.jp/
http://www.dokkyo.ac.jp/
http://www2.dokkyo.ac.jp/~doky0005/
http://www.otemon.ac.jp/
http://www.chukyo-u.ac.jp/
http://www.ils.chukyo-u.ac.jp/
http://www.hju.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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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歐美著名大學進修，並提供為期三到六年的獎學金，攻讀學門不限自然學科，而以人

文、藝術及外語等；留學國也相當多元，不只是歐美國家。其他如香港、歐盟與英國等，

也為了鼓勵年輕人出國留學，而紛紛設立各種政府公費或慈善獎助學金，值得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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