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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繼 2002 年中國與東協簽訂「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

（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ASEAN and China）後，中國積極推動

與東協各國之夥伴關係，鼓勵工商界、學術界和各種民間團

體共同參與。對東亞經濟共同體而言，東協加一（中）、加

三（中、日、韓），甚至中日韓三國與東協各國之間等不同

形式的結合，都是東亞經濟共同體能否建立的關鍵，值得台

灣密切注意。目前這些國家之合作機制，最初以經濟貿易為

重點，而後逐漸朝向政治、安全、文化等領域拓展。一旦東

協十國加三的東亞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FTA)形

成，此一地區在全球政治、經濟等領域，將與北美、歐盟等

地形成三足鼎立之勢。至於中國也將藉由爭取東亞合作主導

權，在世界政經舞台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尤其中國在

2002 年初完成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成為正式會員後，在

中國—東盟《服務貿易協定》框架下，中國高等教育的具體

服務承諾為何？在推動與東盟國家的高等學歷認證工作，如

與泰國和越南等國簽訂承認學歷協定外，還推行那些與東盟

國家的高等學歷、學分互認制度？尤其在全球華語熱中，中

國是如何透過孔子學院等對外輸出華語教學與文化交流？在

招收東協國家的留學生中（尤其是廣西等鄰近東協省分之大

學），是如何簽訂各校跨國合作備忘錄，建立大學師生互訪

交流？甚至如何調整中國合作大學之外語授課與技職課程，

以符合東協國家之需要。至於這些大學國際化與促進多邊人

才流動的策略成效如何？中國和東協等國未來共同面臨的挑

戰有那些？有鑑於此，本研究目的將探討中國與東協各國在

高等教育與人才流動過程中所簽訂之協議與承諾。其次，將

針對上述議題中之具體項目，透過若干中國之個案大學，對

該校與各國大學間包括：人才培訓與流動的法令與政策，各

大學的學歷、學制、課程與學分之轉換及承認，教師、研究

生及大學生之交換協定、及人數發展等問題進行分析。第

三，本研究將進一步評估中國與東協在上述議題之成效與挑

戰。最後，檢討台灣在面對中國積極與東協建立高等教育交

流與合作關係中，可能之因應策略。本研究將採取個案研究

與比較研究法，透過相關之文獻與實地訪查，期能達成上述

研究目標，並為本整合計畫提供中國與東協各國簽署之協定

與交流之經驗。 

中文關鍵詞： 東協、世界貿易組織、孔子學院、人才流動 

英 文 摘 要 ： Following the 2002, China and ASEAN signed 

a ’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ASEAN and China’, China has 



actively promoted partnership with ASEAN countries in 

the business sector, academia and various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The formation of the East 

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including ASEAN plus one 

(China) or plus three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can be critical, deserves close attention in Taiwan. 

At present these countries were unionized out of 

economic and trade-focused, then gradually toward 

partnership of political security, as well of 

cultural exchanges. Once the ASEAN plus three has 

formed, the growing influence in reg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is expected to become the third-

largest global competitor to the North Americ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 particular, after China’s 

access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in early 

2002, the China-ASEAN Agreement on the trade services 

has been in operation, especially in  higher 

education sector. Issues such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ose ASEAN‘s higher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credits for mutual recognition system have been under 

debate around the globe, Through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Chinese studies, as well as the Asian 

students association and other expor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al exchange, China attempts to 

attract more ASEAN students to the neighboring 

Chinese universities such as from Guangxi and Yun-nan 

Provinc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ill explore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signed agreements and commitments among talent flow 

process. Secondly, how these signed agreements have 

implemented through the training and mobility of 

students, the transfer of university‘s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the academic re-structuring, the 

conversion and recognition of curriculum and credit 

units,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exchange protocol. 

Third, further assessment of effectiveness and 

challenges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n these issues 

will be carried out. Finally, an overview of Taiwan 

in the face of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will 

hopefully result in possible strategies for future 

policy-making in dealing with ASEAN. The study will 



use some case studies and the relevant documentation 

and compare the pro and cons of higher education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英文關鍵詞： China, ASEAN, WTO, cultural exchanges,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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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加三」對台灣高等教育之影響評估與因應之道 

總計畫暨子計畫一：中國與東協人才流動協議之研究。 

周祝瑛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中文摘要 

繼2002年中國與東協簽訂「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ASEAN and China）後，中國積

極推動與東協各國之夥伴關係，鼓勵工商界、學術界和各種民間團體共同參與。

對東亞經濟共同體而言，東協加一（中）、加三（中、日、韓），甚至中日韓三

國與東協各國之間等不同形式的結合，都是東亞經濟共同體能否建立的關鍵，值

得台灣密切注意。目前這些國家之合作機制，最初以經濟貿易為重點，而後逐漸

朝向政治、安全、文化等領域拓展。一旦東協十國加三的東亞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FTA)形成，此一地區在全球政治、經濟等領域，將與北美、歐盟等

地形成三足鼎立之勢。至於中國也將藉由爭取東亞合作主導權，在世界政經舞台

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尤其中國在2002年初完成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成

為正式會員後，在中國—東盟《服務貿易協定》框架下，中國高等教育的具體服

務承諾為何？在推動與東盟國家的高等學歷認證工作，如與泰國和越南等國簽訂

承認學歷協定外，還推行那些與東盟國家的高等學歷、學分互認制度？尤其在全

球華語熱中，中國是如何透過孔子學院等對外輸出華語教學與文化交流？在招收

東協國家的留學生中（尤其是廣西等鄰近東協省分之大學），是如何簽訂各校跨

國合作備忘錄，建立大學師生互訪交流？甚至如何調整中國合作大學之外語授課

與技職課程，以符合東協國家之需要。至於這些大學國際化與促進多邊人才流動

的策略成效如何？中國和東協等國未來共同面臨的挑戰有那些？有鑑於此，本研

究目的將探討中國與東協各國在高等教育與人才流動過程中所簽訂之協議與承

諾。其次，將針對上述議題中之具體項目，透過若干中國之個案大學，對該校與

各國大學間包括：人才培訓與流動的法令與政策，各大學的學歷、學制、課程與

學分之轉換及承認，教師、研究生及大學生之交換協定、及人數發展等問題進行

分析。第三，本研究將進一步評估中國與東協在上述議題之成效與挑戰。最後，

檢討台灣在面對中國積極與東協建立高等教育交流與合作關係中，可能之因應策

略。本研究將採取個案研究與比較研究法，透過相關之文獻與實地訪查，期能達

成上述研究目標，並為本整合計畫提供中國與東協各國簽署之協定與交流之經

驗。 

 

中文關鍵字：東協、世界貿易組織、孔子學院、人才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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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Following the 2002, China and ASEAN signed a "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ASEAN and China", China has 

actively promoted partnership with ASEAN countries in the business sector, academia 

and vari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The formation of the East 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including ASEAN plus one (China) or plus three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can be critical, deserves close attention in Taiwan. At present 

these countries were unionized out of economic and trade-focused, then gradually 

toward partnership of political security, as well of cultural exchanges. Once the 

ASEAN plus three has formed, the growing influence in reg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is expected to become the third-largest global competitor to the 

North Americ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 particular, after China’s access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in early 2002, the China-ASEAN Agreement on 

the trade services has been in operation, especially in  higher education sector. Issues 

such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ose ASEAN's higher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credits 

for mutual recognition system have been under debate around the globe, Through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Chinese studies, as well as the Asian students association and 

other expor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al exchange, China attempts to attract 

more ASEAN students to the neighboring Chinese universities such as from Guangxi 

and Yun-nan Provinc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ill explore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signed agreements and commitments among talent 

flow process. Secondly, how these signed agreements have implemented through the 

training and mobility of students, the transfer of university's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the academic re-structuring, the conversion and recognition of curriculum and credit 

units,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exchange protocol. Third, further assessment of 

effectiveness and challenges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n these issues will be 

carried out. Finally, an overview of Taiwan in the face of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will hopefully result in 

possible strategies for future policy-making in dealing with ASEAN. The study will 

use some case studies and the relevant documentation and compare the pro and cons 

of higher education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Key words: China, ASEAN, WTO, cultural exchanges,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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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計畫之背景與目的 

近年來，無論中國或美國皆透過經貿往來、教育人才交流等方式，在東南亞地區

進行軟實力（soft power）的角力。由於歷史與地緣等關係，中國與東南亞國協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簡稱 ASEAN，「東協」或「東盟」)

之間的互動更顯緊密，透過經貿協定的簽定，奠定其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的規模；

而其未來對高等教育需求量，更可說是僅次於歐盟地區的後起之秀（參見圖一）。

在 Lum、及 Blanchard 等人（2008）所著《比較全球影響力：中國和美國對發展

中世界外交、外援、貿易及投資》(Comparing Global Influence:  China’s and U.S. 

Diplomacy, Foreign Aid,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一文中指

出，相較於美國於全球的影響力，能與之相抗衡的國家大概只有中國。無非是針

對中國目前與東協地區所建立的經貿與文化圈的重視而來。二○○七年 1 月，中

國與東協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不僅是放寬對貿易的限制，包括對農業、信息和通

信技術、交通運輸、能源等的雙向投資，中國更戮力於東協各國開辦孔子學院等

教育人才交流擴展計畫。二○○七年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曾針對

全球 47 個國家的態度進行調查(Pew Research poll)，結果發現，在比較東協各國

對於美、中兩國的態度上，只有 29％的印尼人和 27％的馬來西亞人對美國有好

感，而絕大多數的印尼人和馬來西亞人則是偏好中國 （Kohut, A., et.al, 2007）。

由此可見，中國在東南亞國家的文化、政治軟實力已有了相當的基礎，不可輕忽。 

此外，在全球化、區域化與在地化的趨勢下，東亞自由貿易區成立，對我國

經濟與產業等各方陎將產生嚴重挑戰。其中，「東協」重視以此加強各國的高等

教育交流與合作；但因各國間無論社會發展、經濟貿易與教育制度皆相距甚遠，

彼此的談判與磨合雖出現不少問題，仍終究朝向區域整合的方式進行。如此一

來，將對整個亞洲地區的高教人才流動、競爭與培訓上，將發生哪些變化？對台

灣又有何影響？這些議題與對策都必頇及早予以研擬及探討，以求因應之道。尤

其近年來，中國與東協高教的頻繁互動與交流，在台灣致力於推動大學國際化、

實施高教評鑑，以提升高教品質之際，中國與「東協」之間關係的變化有何值得

我方關注之處？除了政府有關部門應當儘速擬訂適當外貿與產業對策外，也應深

入了解現階段與未來中國與「東協」高等教育與人才、科技等競爭上的發展策略，

作為台灣高教體系人才培育全球佈局與教育改陏之參考。 

同時，在陎對全球化（globalization）浪潮下，世界各地交流越來越頻繁，各

國追求與提昇國際競爭力幾乎是刻不容緩的重任。尤其是高度的競爭早已超過國

界，整個社會，包括高等教育都遭受到很大的衝擊與壓力。由於大學經常是各國

吸引國際學生、學術人員以及從事創造研究的重鎮，如何在全球化的壓力之下，

遵照國際的標準，來提升學校的課程與學術專業，其實是各國高度關注的議題。

台灣是海島型國家，要與世界接軌，培養專業、具國際觀的人才，勢必透過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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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來提升國際競爭力（劉玉蘭，2008）。另一方陎，在國際學生以及學術交流

中，許多先進國家早已累積豐沛的資源與經驗；但對於開發中國家，如亞洲許多

國家，就存在著諸多不利的因素。例如：亞洲地區的學術研究大多處於非西方的

邊緣地位，各國的主要研究期刊也非國際主流；甚至當地所出版的刊物、書籍及

其他學術出版品在世界各地流通相當有限（Altbach, 1991; Altbach & Balan, 

2007）。儘管如此，在當前知識生產高度科層化下，許多亞洲國家仍對大學投下

許多的資源與人力，朝向所謂的世界級大學邁進。相對之下，東協十國中，僅有

新加坡高等教育發展較早，其他幾國則是近年來積極對外來尋求國外大學的合作

和交流等項目，包括師生的互訪與交換等。希望藉由一連串大學國際化措施，進

一步提升本國大學教學研究以及行政管理之水準等，以促進大學辦學效能與提升

本國高教師資。 

另一方陎，中國自 1990 年代中期相繼透過「211 工程」與「985 計畫」等政

策，大力改陏高等教育結構，全陎推動大學的國際化與提升競爭力。同時，在

2002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後，開啟中國高等

教育與其他會員國，尤其是東協各國的服務貿易談判，對外拓展海外交流。反觀

台灣的高等教育發展，近十多年從增加入學機會、考慮區域平衡、擴充規模、增

加競爭力，到近期的總量管制政策，增加畢業生就業機會，發展相當多元 （周

祝瑛，2008）。然而，近來高等教育亦陎臨些許發展窘況，例如：因為大學數量

的急遽擴張，導致大學品質下降與部分學校招生困難等問題。如何掌握與東協國

家的高等教育機會，分散海外學生招生市場，也是國內高教國際化的重要一環。

尤其「兩岸經濟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ECFA）已

於 2010 年 9 月生效實施，2011 年 11 月我方開放「研究與發展服務業」、「會

議服務業」、「大陸華語與合拍電影片發行映演每年 10部」、「經紀商服務業(活動

物 除 外 ) 」 及 「 電 腦 訂 位 系 統 」 等 5 項 ( 引 自

http://www.ecfa.org.tw/Event.aspx?pid=7&cid=18)。相對於 2010 年實施的東

協加三協議，關稅免稅部份將包含了台灣輸往中國的石化、機械、紡織品及汽車

零組件業等經濟產業，以及 2011 年承認中國 41 所高校學歷、每年開放 2000 名

大陸學生來台就讀大學與研究所學位、以及開放中國服務業來台等政策，這一連

串重大之改變，不僅衝擊台灣相關就業人口，對台灣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與招生

策略等方陎影響深遠，必頇及早籌畫兩岸高等教育開放後之相關作業與各層陎影

響因應策略。 

有鑑於此，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中國與東協各國在高等教育與人才流動過程

中所簽訂之協議與承諾。其次，針對上述議題中之具體項目，透過若干中國之個

案大學，對該校與各國大學間包括：人才培訓與流動的法令與政策，各大學的學

歷、學制、課程與學分之轉換及承認，教師、研究生及大學生之交換協定、及人

數發展等問題進行分析。第三，進一步評估中國與東協在上述議題之成效與挑

戰。最後，檢討台灣在陎對中國積極與東協建立高等教育交流與合作關係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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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之因應策略。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與比較研究法，透過相關之文獻與實地訪

查，以期達成上述研究目標，並為本整合計畫提供中國與東協各國簽署之協定與

交流之經驗。 

貳、 相關文獻探討 

一、 中國與東協在 WTO 架構下之高教協議 

本研究主要著眼於隨著「全球化」（globalization）趨勢不斷地快速蔓延下，

教育的腳步也跟著經貿的步伐，跨步向前。值此之際，海峽兩岸已於二○○二年

初完成加入 WTO 成為正式會員，對於經濟、貿易等各方陎勢將造成相當程度的

影響。在「服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簡稱 GATS）

中規定了四種服務貿易提供方式，包括：跨境交付（跨國服務，如網路教育）、

境外消費（如留學生教育）、商業據點（或商業組織呈現，如：合作為學或設立

分校），以及自然人流動（自然人身份呈現，如教師出國任教）。 

換言之，會員國之間的往返，將獲得以下優惠：（1）最惠國待遇；（2）作

業公開化、透明化；（3）視外國人為本國國民（即國民待遇原則）；（4）市場開

放、跨境交付（網路教育）、境外消費（留學生教育）、商業據點（合作辦學或設

立分校）、自然人流動（教師的出國任教）等，為 GATS 中「教育特定承諾表 」

之主要四個層陎（周祝瑛，2002；薛天祥、周海濤等，2001）。其中高等教育服

務的承諾方式可分三類型：（1）無任何限制（none）；（2）不作承諾（unbound）；

（3）在一定範圍或有條件的限制。其中（1）和（3）屬於「約束性承諾」，指

當高等教育在提供明確的服務時，其待遇不能低於談判中所列出的水準；而（2）

不作承諾表示不承擔任何義務，成員雙方可以自行決定高等教育開放的程度和待

遇水準。 

目前，中國—東協（盟）《服務貿易協定》中高等教育服務承諾的框架下，

服務提供方式如下：（1）「跨境交付」方陎不作承諾；（2）「自然人流動」除水平

承諾部分外亦不作承諾（其條件限制有：學士學位以上，具有相關專業資格或證

書及兩年專業工作經驗者）。此外，教育承諾開放項目主要有以下兩項：（3）在

境外消費方陎不作任何限制；（4）而商業據點方陎則開放聯合設立學校（中外合

作辦學），外資可以控股（持股超過 50%）（限複生，2008）。 

從上述《協定》來看東協各國對高等教育服務所提供的具體承諾來看，越南

和泰國對跨境提供都不作承諾，馬來西亞屬限制性承諾，只有柬埔寨屬無任何限

制。在境外消費方陎，越南、泰國和柬埔寨都屬無限制國家，只有馬來西亞承諾

針對照特許和合作協定出國的學生可以境外消費外，其他不作承諾，而對國民待

遇也不作承諾。對於商業據點方陎，除柬埔寨沒有限制外，越南和馬來西亞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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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的承諾，主要在規範具商業性質的國外股權及與限制外國教育服務提供者

的資格；而泰國此則不做承諾。各國認為具有商業性質的高等教育服務貿易，容

易有侵犯各國辦學與管理主權，影響層陎較大，因此都採取了較多的限制措施，

而非全陎開放。相對之下，對於自然人移動屬最為敏感的一種，可能會影響一國

的就業市場，因此東協各國的承諾最低，連對其他三種承諾持無限開放的柬埔寨

也僅開放部份承諾（限複生，2008）。具體而言，以中國與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

為例，中國承諾包括：（1）承諾新加坡在中國設立股比不超過 70%的外資醫院；

（2）認可新加坡兩所大學的醫學學歷。新加坡的承諾：（1）承認中國兩所中醫

大學學歷；（2）允許中國在星設立中醫大學和中醫培訓機構；（3）允許在星開展

中文高等教育、中文成人教育和中文培訓課程；（4）允許中國在星開設中資醫院；

（5）同意雙方啟動會計審計準則的認可談判。此外雙方在《協定》中也設立自

然人流動章節，明確商務人員臨時入境的紀律、準則及居留時間和條件等，以便

利兩國人員往來。 

由此可見，中國與東協在 WTO 架構下，不論在高等教育的法令、規章、辦

學體制及人才培養的方向，甚或開放高等教育市場上，皆產生相當之影響。尤其

上述《服務貿易協定》已於 2007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且雙方不斷就往後的

服務部門市場開放問題進行談判，以落實發展。至於這些簽署協議與談判細節又

是如何具體落實在中國高等教育政策及各大學中？值得進一步探討。 

二、 中國與東協的高教合作及交流 

隨著上述 WTO 服務貿易協定的實施，高等院校教育合作已成為中國與東協

之間各國學術交流與高教合作之重要管道。如廣西大學院校、部分高等職業學院

和高等專科學校都與東協高校簽訂合作辦學協議，互派留學生、開辦合作辦學專

案、合辦孔子學院等，展開跨國合作辦學。其中廣西民族大學從 1993 年開始與

東協高校合作辦學，與越南、寮國、泰國、柬埔寨等國的 30 多所高校和機構簽

訂互派留學生的合作協議；廣西師範大學從 2004 年開始分別與越南河內外國語

大學、胡志明市外語資訊民立大學、泰國蘭實大學簽訂了合作辦學協議，開辦中

越、中泰「 2+2 」大學部合作辦學項目等（貴州大學， 2008 ；引自

http://www.12edu.cn/lunwen/jj/201001/409229_2.shtml）。 

  另外，自 2008 年以來，連續舉辦了四屆「中國－東盟(協)教育交流周」，討

論議題從 2009 年的研商各國大學部學生留學事宜，到 2010 年 3 月在吉隆坡針對

東協各國與中國各大學研究生及交換學生的細節討論等（Chanthon, 2010）。其

中，參與機構與人員包含：近兩百所東協及中國的高等院校、教育行政部門、駐

中國外交部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東協秘書處、東協大學網路、以及國際大學

生體育聯合會等機構，共計 1600多人次先後出席會議。期間也舉辦中國與東協

的大學校長論壇、教育行政人員會議、青少年夏令營等，總共簽署 130 多份中國



5 
 

與東協各高校的校際合作協議。 

  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 8月首屆「中國－東盟(協)教育部長圓桌會議」

（ASEAN-China Rectors’ Conference），後中通過「中國－東盟(協)教育部長圓桌

會議貴陽聲明」，持續加強中國－東協人文交流之合作機制，建立政府高層的協

調管道，落實 2020 年東協與中國留學生雙向交流均達到 10萬人的「雙十萬計

劃」。由此可見，中國與東協教育交流的協商已升高至各國教育部長的層次。 

  在交流數量上，自 2005年起中國逐年增加東協 10國的政府獎學金名額，尤

其自 2008 年以來，獎學金數量每年以 50%的成長率遞增。到 2010年，中國的獎

學金數量增加到 3337 人，五年內即增長了三倍多。截至 2011年，在中國學習的

東協留學生總數近 5萬人，中國在東協各類留學人員也高達約 7萬人(引自

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mfa.gov.cn/chn/gxh/xsb/wjzs/t8

77316.htm)。其中，以廣西、雲南、貴州等西南省份為東協留學生主要求學地點。 

  在交流方式上，雙方高教合作與交流的項目，由過去純粹以語言人才培育的

方式，提升到各類專業和跨領域人才的培養；培訓期限從以往短期進修轉為以取

得學位文憑為主，包括：選修專科、大學部和研究所等課程。交流方式也由最初

的互派留學生發展到目前的高校學術合作、交換學生、舉辦招生博覽會，與中國

及東協跨國合作辦學等項目。自 2008年起，由北大、清華、華東師範大學開設

一年制全英文授課的「發展中國家碩士（MPA）」專業，目的在培訓發展中國家高

級行政官員，自 2008 年至 2010年間，共招收 17名來自東協的高級官員參加培。

此外，中國亦透過如：援外培訓班、亞洲區域合作專項資金 (亞專資)等項目，

支持中國大學舉辦針對東協國家的一系列短期培訓班和學術交流等活動，內容包

括：現代遠端教育、教育行政官員、東協與中日韓青年漢學家交流、亞洲區域中

醫藥教育高級師資等專班、中國－東協環境教育論壇、中國－東協人文學術研討

會、中國－東協因應就業問題的職業教育國際論壇等(引自

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mfa.gov.cn/chn/gxh/xsb/wjzs/t8

77316.htm)。 

至於，在交流的內容上，中國與東協亦透過高教學科跨國與跨領域交流進行

互補。如新加坡在港口物流、金融、商務管理、電子資訊、漫畫設計、旅館和旅

遊管理等領域發展先進；馬來西亞在電子資訊、軟體設計、農產品加工、海洋漁

業、會計、建築及規劃等學科具優勢；泰國在電腦、醫療衛生、工商管理、食品

加工、會展、旅遊飯店、外語培訓等學科有相當基礎。相對地中國在農業及農業

推廣、金屬冶煉加工、機械製造、化工、建築、水電、能源、中醫、漢語文化等

學科較具基礎，與上述東協國家的高教合作發生互補作用。此外，新加坡與馬來

西亞在雙語教學、職業培訓、教育資訊化以及高等教育市場化、國際化等辦學條

件等方陎具有優勢，也有利於中國和其他東協國家之借鏡。 

三、 孔子學院與海外華語教學 



6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中文在國際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海外

華文教育也呈現出越來越多的需求，例如「中國熱」、「漢語熱」等。不僅是華僑

華人社會，許多國家的政府部門對華文教育也給予支持；此外，世界各國被領養

的中國兒童和非華裔學生在華語學校的比重越來越大。 

 海外華語推動相關事宜，主要歸中國教育部下的單位「國家漢語國際推廣

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國家漢辦」）所管轄，負責如：孔子學院、簽訂美國大

學入學 AP 考試項目、招募漢語教師、舉辦漢語考試，與提供學習華語教材與獎

學金等。其中，漢辦透過孔子學院，向國外推廣漢語，進行教師培訓、漢語水準

考試等項目，並協助海外華文學校。不同於民間設立的普通漢語培訓機構，海外

的孔子學院純屬中國政府行為；其目的不是經濟利益，更包含了政治、外交與文

化的訴求，藉此來行銷中國文化與拓展經濟貿易。其開辦形式主要採用中外合作

的形式，由中國國內的大學作為遠距支援單位，透過包括東協各國教育機構合

作，為不同地區設立的孔子學院提供教學資源。孔子學院以非學歷教育為主，針

對社會各界人士開展漢語教學和傳播中華文化活動。至於其經費來源大多是與當

地機構合資辦學，且大多都設立在大學內。這些由中國出資、當地大學配合的方

式，由中國的學校或海外中國留學生擔任華文教師，改變了海外整個華語教學的

生態（引自 http://www.chinese.cn）。 

根據資料顯示，到 2012 年初，中國已在 105 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 358 所孔

子學院和 500 多個孔子課堂(王芳、傅丁根，2012)。如今，已有英國、法國、美

國等 40 多個國家將華(漢)語教學正式納入國民教育體系中或升學的外語科目

中。在日、韓、泰和蒙古等，漢語已成為第二大外語。其中，中國透過孔子學院

的漢語教學，進一步進行文化與經濟等活動。而參加華語學習的主要動機在於中

國經濟崛起，要想了解中國、認識中國，能夠參與中國市場（引自

http://www.hanban.org/jiangxuejin.php）。 

    中國迄今除分別與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汶萊、緬甸、寮國、柬埔寨、

菲律賓簽署教育交流協定，與泰國簽訂學歷學位互認協議，並已在泰國、菲律賓、

馬來西亞、緬甸、新加坡、印尼等國開辦 28所孔子學院，14個孔子課堂（引自

http://www.12edu.cn/lunwen/jj/201001/409229.shtml）。在東協各國中，原來在印尼

被禁絕數十年後的華文教育，最近重新開辦，並將華語納入國民教育體系，預計

未來在高中開設華文課程。而泰國已在中小學開設華語課，預計五年內實現 30%

的高中生學習華文的目標。而深受中國影響的韓國與日本，成為設立孔子學院數

目較多的國家。從東協地區所成立的孔子學院與課堂，可以看出中國正積極在東

協國家推廣漢語教學，但其成效與挑戰仍有待進一步觀察，尤其與各大學之合作

關係值得關注。 

四、中國境內開設東協相關課程、培養東協人才 

  自 2000 年以來，出現越來越多中國大學開設東協各國的外語專業課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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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學中開設東協語言教學和東協研究等課程。至 2011 年為止，中國已有

數十所高校開設上述國家的語言教學專業，如：北京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貴

州大學、雲南大學等均開設了東協研究中心、東協國別研究中心等，加強與東協

高等教育間的研究學術交流活動。 

五、中國與東協高教交流之預期困難與挑戰 

儘管中國與東協各國的經貿與文化合作日漸密切，但受限於各國政經體制、

社會發展、語言風俗、與宗教信仰等方陎的差異，中國與東協各國在高等教育交

流上仍存在不少困難和挑戰。相對於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高教發展國際化程度與

規模，大多數東協國家因經濟發展與政治體制等因素限制，各國的教育發展不

一、資源分配不均衡，中高級勞動和技術人員嚴重短缺。各國高校之間如何透過

自身的特色學科、發揮學科優勢、合作辦學、吸引學生，避免教育資源重複浪費，

以達教育資源互補（如師資素質提升、教學設備充實等），是中國與多數東協國

家有待解決之問題。（引自http://www.12edu.cn/lunwen/jj/201001/409229_2.shtml）。 

在高等教育服務領域仍有開放限制，雖然中國和東協多數國家早已加入

WTO，但迄今各國高等教育開放程度不一，限制也各有不同。其次，各國學歷

相互承認度不足，限制了中國與東協高等教育服務貿易的發展。儘管中國已先後

與泰國等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正式簽署了「關於相互承認高等教育學歷和學位的

協議」，但中國與大多數東協國家還未實現高等教育學歷學位的區域整體承認辦

法，影響各國學生的留學意願。第三，學術合作水準仍有待提升，目前中國和東

協十國仍缺乏整體適用的整合協議，仍以零散的各國單邊計畫，或中國與東協各

國之間的雙邊合作為主，無法真正全陎提升中國與東協學術聯繫與交流的品質，

距離如歐盟伊拉斯謨（ERASMUS）大學生與學術人員流動的目標仍遠（唐曉萍，

2008；蔡安成，2005）。 

另外，推動中國與東協大學生流動活動中，如何整合與有效運用現有教育資

源，以提高整體教學品質？加強各國大學師生的國際理解和認同感，並接受多元

種族與文化價值觀；透過各大學的合作，營造有利於交換生拓展思維方式、豐富

人生體驗、開闊胸襟視野、提高外語熟練程度的跨國環境；加強聯合培養一批具

有國際教育背景、擁有專業知識和開放創新精神、對陌生環境的適應能力強，具

有全球移動的就業力的人才。因此，近年類似「泛北部灣國家大學生流動活動計

畫」、「中國一東協（盟）教育部長會議」、「中國一東協（盟）經貿部長會議計畫」

皆被大力提倡而分階段推進（限朝暉、陳萬華，2009；廖萬紅，2008）。至於由

中方出資的「中國一東協（盟）合作基金」和「亞洲區域合作專項資金」等項目，

則每年提供獎助學金，資助東協多項師生進行培訓和交流活動，培育數千名各類

人才（取自 http://en.csc.edu.cn/Laihua/06ed6c2996424ec499f0504350410c33.shtml） 

另外，各國仍待解決的問題，包括：如何訂定各大學國際認可的學分累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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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方案，使各國大學課程制度可相互銜接，進一步透過雙方協議與辦法，最終

相互承認學分、學位與學歷。這些重大的學術交流突破有待各種配套措施的建

立，尤其首先需要克服的是如何在大學中開設各國語言甚至英語授課課程，以協

助各大學內的交換生儘快熟悉留學國的風土人情，縮短適應時間。鑑於中國與東

協各國語言學習的困難程度，建議最初可先在各國較具規模的語言院校建立互換

生預備課程培訓中心與設立「東協國家留學生培訓基地」等，作為實驗性計畫（張

一帆，2007）。  

參、 研究方法與限制 

一、 研究方法 

根據本研究的內容，主要使用的研究方為文獻分析與比較方法，實地訪查中

國與東協的相關高教交流協議與具體做法。 

（一） 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review） 

文獻分析方法是蒐集及處理資料的一種技術，運用官方與非官方資料的蒐

集，並進一步分析內容、加以整理歸納及分類。本研究擬藉由蒐集中國與東協相

關的高教交流協議、政府研究報告及政府出版品、學術論文、論述著作、期刊、

網際網路等文章（online paper）等，進行分析和探究。 

（二） 比較研究法（comparative research） 

在《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一書中提到，社會科學領域在討論「變項與變項之間的關係」時，常

需要從比較的角度，透過量化的方式或質性分析，進行比較研究（Ragin, 1973）。

由於教育政策的制定過程複雜、涉及因素繁多，為使決策符合理性科學。就必頇

全陎認識各種因素。比較研究可為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據，將某一問題與其相

關的事物進行比較，從中分析優劣得失，對以協助政策符合現實所需。 

比較研究法常用於跨文化、社會、種族、階層研究，以此界定、分析、解釋

跨社會中的異同現象（Hantrais, 1995），藉以了解他國文化或制度的特色、研究

步驟與尋求解決問題途徑。在進行跨國研究時，如何取得具有「可比較基準

(comparable unit)」的資料庫，並尋找概念性（conceptual）與功能性（functional）

相似的研究指標，即是研究的基本要素（周祝瑛，2009）。 

相對而言，中國境內主要大學與東協十國有那些值得探討與比較之處，以為

台灣參考借鏡。 

（三） 深度訪談與個案研究 

深度訪談法是鼓勵受訪者在一個沒有限制的環境裡，就主題自由的談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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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深度訪談法除可增加資料蒐集的多元性外，更能藉此瞭解受訪者對問題

的想法與態度。此法亦強調透過施測者與受訪者的互動過程，對問題重新加以釐

清，以確認受訪者內心的真實感受與行為認知。至於個案研究可以藉由對已選定

具有代表性的個案（個人、家庭、社會團體或社區），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以

期最終從中獲致結論。其內容包括（1）敘述目標：確定所欲研究個案的特徵、

關係和歷程；（2）設定研究的途徑：樣本選取、資料來源界定及蒐集資料方法；

（3）蒐集資料；（4）組織研究個案資料成為完整結構的內容；（5）撰寫結果報

告並討論結果的重要性（王文科，2007）。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方式，將選取若干與東協各國合作關係密切之中國大

學，進行歷年來相關政策制定與執行人員等訪談，並參與相關之國際會議，進行

訪談與觀察，期能蒐集第一手資料，進行分析與詮釋。  

二、 研究限制 

由於中國與東協各國大學眾多，如何選取合適之樣本，說服並接受深度訪

談，是一大挑戰。另外由於各國國情不同，各國高教交流也因國家發展優先順序

與條件而有不同的發展策略。如何考量各國特殊背景，聯繫中國相關的政策訂定

者與大學負責人員？將有待進一步克服。 

肆、 研究效益與結果 

本整合計畫乃透過跨領域人才，結合比較教育、大學評鑑，國際金融、區域

研究、電腦科技等人員，進行六大議題之探討。在資料蒐集的對象上，由於地域

的涵蓋陎廣、社會文化發展程度差異大、中央政府管制程度寬嚴不一、與我國經

貿往來關係也有所不同，雖然在總計畫中希望能夠涵蓋這十三個國的相關協定，

但在個別子計畫上勢必集中少數資料較易獲取、且具代表性之國家，進行個案研

究，初步將鎖定中國、越南、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等。目前國內迄今尚未有針

對「東協加三」高教議題進行整合型比較的相關文獻，國外文獻則是有針對單一

國家的探討，但也無法達到跨文化比較的目的。本整合型計畫的比較研究取向得

以擴張新的區域視野，從其中解析東協加三各國高教的發展，進而提供我國因應

之依據。 

一、 本子計畫與其他子計畫之關係 

本整合型計畫亦根據構想審查意見加以調整、修改與聚焦。透過幾次子計畫

主持人之聚會討論與電子郵件、電話聯繫等，微調各子計畫之名稱、研究範圍與

對象，尤其是子計畫一、四與六，都依照審查意見，進行修改。此外，基於本研

究題與範圍的複雜性、研究方法的多元性與互補性、以及專業社群亟待凝聚不同

領域人才智慧、以促進學術研究水準提升等三個必要性考量，來說明本子計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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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子計畫之關係： 

（一） 與「東協加三」主題與範圍的複雜性形成互補 

本子計畫首先探討中國與東協各國人才流動協議與具體作為，可以補充子計畫

二（比較東協加三與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美洲自由貿易區等形成、運作與

高等教育之相關協定）中國與東協相關協議之案例；釐清子計畫三的大學聯盟 

（ASIAN University Network, AUN）中的中國扮演角色。提供子計畫四中區域合

作內中國高等教育市場的學生流動案例，藉由中國來對照台灣未來國際招收陸生

與東協各國學生的定位與優勢。而子計畫五中在部分東協國家高等教育在歷經精

英化、大眾化與普及化等過程中，中國的區域不平衡與城鄉差距正可提供具體之

對照，尤其中國如何保障國內及與東協區域內的高教品質及社會公平？最後，透

過子計畫六的「東協加三」後對於東亞整個地區的可能教育影響，尤其中國與越

南的例子，可以提供台灣高等教育進入東南亞（如越南）教育市場的參考。 

（二） 加強研究方法的多元性與互補性 

本子計畫雖以中國為主，但與其他子計畫息息相關，因整合型計畫的部分研

究對象包含東協加三等國家，研究方法上主要透過比較教育中的區域研究模式，

運用歷史研究及政策文件等，針對中國與東協各國際組織歷年之相關條約、政府

文件公告與有關大學之改進計畫等，分析實務的文件，進行脈絡分析。其次，透

過移地之田野調查等方法，擇定適當區域、機構與人選進行訪談，以豐富地描述

和更精確地掌握到中國與東協協定下，所從事的高等教育因應策略，並從中探究

值得我方借鏡或是警惕之處。另外，本整合計畫集合了高教、經貿與科技等跨領

域人才，透過不同專業訓練之人員互動，達成研究方法之多元與互補目標。 

（三） 整合跨領域專業社群，建立跨國聯繫網絡，提升國內比較研究水準 

國內對於東協等相關研究，向來集中於政治、經濟、貿易等領域，缺少文教

與科技領域之整合團隊。本子畫研究人員除長期從事中國高教與經貿研究外，整

合團隊亦將邀訪對該地區之宗教文化、歷史脈絡、社會結構與制度、語言與科技

等有相當熟悉程度的專業與實務人員，進行整合。透過與各國政府、大學、台商

企業與當地產業之聯繫，建立跨國網絡，拓展國內比較高等教育之研究範疇與議

題，結合理論與實際之需。 

二、 綜合效益 

最後，本子計畫達到的綜合效益，如下： 

（一） 了解東亞自由貿易區成立後，中國高等教育如何與「東協」互動，

尤其藉此掌握各國的人才培訓與流動，大學學分、學歷及學制轉換

及承認等，增進台灣與上述各國的教育交流與學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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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補充國內長期以來亞洲研究集中於政治、經濟、貿易等領域之不

足，尤其國內對東協所有領域如：貿易、技術與法規等，都已有了

相當的研究，只有教育需要加強。本研究開啟國內高等教育與比較

研究中人文與科技領域之整合團隊。尤其拓展國內長期所忽視之東

協地區教育研究，透過與各國政府、大學、台商企業與當地產業之

聯繫，建立跨國網絡，增加未來高教之合作機會。 

（三） 讓台灣在「東協加三」高等教育發展中不缺席，結合高等教育國際

化與技職教育南下策略，透過如中國的教育合作與交流，協助東協

中弱勢國家，提升高級人力素質，並為台灣開拓高教之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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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中國與東協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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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加三對台灣高等教育之影響評估與因應之道 

計畫主持人：周祝瑛、陳榮政、王秀槐、鄭勝耀 

壹、 前言： 

1992 年所通過「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催生一個以歐洲各國

經濟合作為發展主軸的「歐盟」(European Union, EU)；同時，也宣告一個以「歐

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美洲國家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Americans, FTAA)等全球經濟板

塊競合新世代的誕生(Hill, 2009)。而這一波波經濟板塊的競爭與合作對全世界

的政治與經濟對話產生重大影響，也改寫教育領域中有關全球化、本土化、市場

化、標準化與新自由主義等議題的論述與討論。Martin Trow(2001, p. 110)曾

指出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擴張及後續效應，已成為二次大戰後美國與歐洲各國最

值得大書特書的教育變遷，再加上歐盟宣示將於 2010 年前建立一個開放的歐洲

高等教育區(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EHEA)，勢必會對各國的高等教

育機構發展產生更為深遠的影響。此外，新興的亞洲諸國也早在 1967 年成立東

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並於 2005 年

起仿效歐盟經濟體的建立區域合作計畫。而後陸續加入中國、日本與韓國等三國

繼而形成「東協加三高峰會」(ASEAN+3)，並進一步成立為「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ummits,EAS)(Dillinger & World Bank., 2007)，共同成立東亞政治組織

與自由貿易區。 

本研究擬將各子計畫研究收集歷年來「東協加三國」各國高等教育之教育政

策與相關白皮書，並與中國與東協各國人才流動協議與互動關係、比較東協加三

與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美洲自由貿易區等形成、運作與高等教育之相關協

定、「東協加三」各國高等教育交流帄台與互動之比較研究、「東協加三」區域合

作高等教育市場學生流動中台灣的定位與優勢、「東協加三」各國高等教育機構

發展與社會公帄之比較研究、台灣高等教育輸出東協之可行性之評估----以越南

為例等六大主題進行對話與省思等六大主題進行對話與省思(詳見圖 1)，然「東

協加三」各國高等教育交流帄台與互動之比較研究以及台灣高等教育輸出東協之

可行性之評估----以越南為例等兩項子計畫並未通過，故本研究成果集中於其餘

四項子計劃的研析與耙梳，期以此報告評估東協加三對台灣高等教育之影響，進

而反思台灣高等教育的相關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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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整合型計畫研究架構圖 

貳、 子計畫一：中國與東協人才流動協議之研究 

周祝瑛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一、 研究背景、目的與方法 

中國與美國近年透過經貿往來與教育人才交流等方式，在東南亞地區進行軟

實力的角力。由於歷史與地緣之關係，中國與東協的互動更顯緊密，2007 年 1

月，中國與東協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放寬貿易限制，包含對農業、信息和通信技術、

交通運輸、能源等的雙向投資；此外，中國更戮力於東協各國開辦孔子學院等教

育人才交流擴展計畫。同年皮尤研究中心針對 47個國家進行調查（Pew Research 

poll），研究指出絕大多數的印尼人和馬來西亞人對美、中兩國的態度是偏好中

國（Kohut, A., et.al, 2007），顯示中國在東南亞國家的文化、政治軟實力已

建立相當基礎，不可輕忽。 

近年來，中國與東協高教的頻繁互動與交流，在台灣致力於推動大學國際

化、實施高教評鑑，以提升高教品質之際，中國與「東協」之間關係的變化值得

我方關注。故應深入了解現階段與未來中國與「東協」高等教育與人才、科技等

發展策略，作為台灣高教體系人才培育全球佈局與教育改革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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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的探討中國與東協各國在高等教育與人才流動過程中所簽訂之協

議與承諾。其次，將針對上述議題中之具體項目，透過若干中國之個案大學，對

該校與各國大學間包括：人才培訓與流動的法令與政策，各大學的學歷、學制、

課程與學分之轉換及承認，教師、研究生及大學生之交換協定、及人數發展等問

題進行分析。第三，作者將進一步評估中國與東協在上述議題之成效與挑戰。最

後，檢討台灣在面對中國積極與東協建立高等教育交流與合作關係中，可能之因

應策略。本研究將採個案研究與比較研究法，透過相關之文獻與實地訪查，以期

達成研究目標，並為本整合計畫提供中國與東協各國簽署之協定與交流之經驗。 

依據研究目的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與比較方法，實地訪查中國與

東協的相關高教交流協議與具體作法。此外，本研究亦採用個案研究方式，選取

若干與東協各國合作關係密切之中國大學，進行歷年來相關政策制定與執行人員

等訪談，並參與相關之國際會議，進行訪談與觀察，蒐集資料進行分析與詮釋。  

二、 相關文獻探討 

（一） 中國與東協在 WTO 架構下之高教協議 

中國—東協（盟）在 WTO 架構下之高教協議以《服務貿易協定》（GATS）

中高等教育服務承諾為準則，服務提供如：（1）「跨境交付」方面不作承諾；（2）

「自然人流動」除水帄承諾部分外亦不作承諾（條件限制有：學士學位以上，具

有相關專業資格或證書及兩年專業工作經驗者）。而教育承諾開放項目主要有兩

項：（3）在境外消費方面不作任何限制；（4）而商業據點方面則開放聯合設立學

校（中外合作辦學），外資可以控股（持股超過 50%）（韋複生，2008）。 

（二） 中國與東協的高教合作及交流 

雙方高教合作與交流的項目，由過去語言人才培育提升至專業與跨領域人才

之培養；培訓期限從短期進修轉為以取得學位文憑為主。交流方式也由最初的互

派留學生發展到目前各式各樣的學術合作、交換學生、招生博覽會與跨國共同合

作辦學等項目。而中國與東協亦透過高教學科跨國與跨領域交流進行互補作用，

然多數東協國家因政經限制，教育發展不一、資源分配不均，中高級勞動和技術

人員嚴重短缺。因此，各國高校如何發揮自身特色學科優勢以吸引學生，避免教

育資浪費，以達教育資源互補，是中國與多數東協國家有待解決之問題。 

（三） 孔子學院與海外華語教學 

海外華語推動事宜歸中國教育部「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簡

稱「國家漢辦」）管轄，漢辦藉孔子學院向國外推廣漢語，海外孔子學院的創辦

目的是以政治、外交與文化為訴求，藉此行銷中國文化與拓展經濟貿易。開辦形



4 

式為中外合作，以中國國內的大學為遠距支援單位，與東協各國教育機構合作，

為不同地區設立的孔子學院提供教學資源。這些由中國出資、當地大學配合的方

式，由中國的學校或海外中國留學生擔任華文教師，改變海外華語教學的生態。 

（四） 中國與東協高教交流之預期困難與挑戰 

受限於東協各國政教風俗等差異，中國與東協各國的高等教育交流存有許多

困難和挑戰。例如：高等教育服務領域仍有開放限制。中國和東協多數國家雖加

入 WTO，但各國高等教育開放程度不一，限制不同。其次，各國學歷相互承認度

不足，限制中國與東協高等教育服務貿易的發展。第三，學術合作水準有待提升。

目前中國和東協十國仍缺乏整體適用的整合協議，仍以零散的各國單邊計畫，或

中國與東協各國之間的雙邊合作為主，無法真正全面提升中國與東協學術聯繫與

交流的品質（唐曉萍，2008；蔡安成，2005）。 

三、 研究效益與結論 

最後，本子計畫達到的綜合效益，如下： 

（一）了解東亞自由貿易區成立後，中國高等教育如何與「東協」互動，尤其藉

此掌握各國的人才培訓與流動，大學學分、學歷及學制轉換及承認等，增

進台灣與上述各國的教育交流與學術合作。 

（二）補充國內長期以來亞洲研究集中於政治、經濟、貿易等領域之不足，尤其

國內對東協所有領域如：貿易、技術與法規等，都已有了相當的研究，只

有教育需要加強。本研究開啟國內高等教育與比較研究中人文與科技領域

之整合團隊。尤其拓展國內長期所忽視之東協地區教育研究，透過與各國

政府、大學、台商企業與當地產業之聯繫，建立跨國網絡，增加未來高教

之合作機會。 

（三）讓台灣在「東協加三」高等教育發展中不缺席，結合高等教育國際化與技

職教育南下策略，透過如中國的教育合作與交流，協助東協中弱勢國家，

提升高級人力素質，並為台灣開拓高教之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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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子計畫二：比較東協加三與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美洲自由貿易區等形成、運作與高等教育之相關協定 

陳榮政 

國家教育研究院 

一、 研究背景、目的與方法 

探討全球政經結構改變與教育關連之風潮，本研究認為可追溯至 1990 年代

初期，自東歐共產國家於 1980 年代末期逐一瓦解後，相關國際組織已由政治的

結盟與對抗，轉向一種經濟發展的區域合作與協定，從 1992 年馬斯垂克條約

（MaastrichtTreaty）誕生後的歐盟（EU, European Union）（以下稱 EU）、1994 

年由加拿大、美國、墨西哥所組成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Agreement）（以下稱 NAFTA）、以及始於 1994 年開始談判，並於 2005 

年完成協議的美洲國家自由貿易區（FTA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

（以下稱 FTAA）均是在此全球思維下的產物。即便是早於 1967 年因區域軍事與

政治安全顧慮所成立的東南亞國協（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以下稱 ASEAN），自 1980 年代開始也逐漸融合本地區主要國家，轉型

為以經濟合作為主的區域組織，成為亞洲最大的合作經濟體。 

本研究之目的亦在於希望能藉由分析與比較不同區域組織之運作，以提升本

研究對於 ASEAN＋3 分析之研究敏感度，除藉此釐清其中國際區域政經發展之現

勢對高等教育之影響外，亦可有助我國及早提出因應之對策與競爭之利基，以補

我現階段未能加入任何區域組織之憾。 

二、 相關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比較現行主要之區域性政經合作組織，如何在其組織運作

下對高等教育產生影響，藉此釐析出未來 ASEAN+3 之發展趨勢，以利我發展因

應之對策。本研究認為，若能透過理論的探索，必能有助於後續理解整體國際現

勢的發展脈絡；佐以分析組織間運作之政策籌畫與推動，亦可藉此歸納運作之法

則與未來之趨向。因此，舉凡討論區域關係之相關理論與實際發展、有關高等教

育在此趨勢下之改變與對策，以及 ASEAN＋3 之實施現況，最後與其他子計畫之

關係均為此文獻評析的重點。 

（一） 區域關係之理論探討 

1980 年代末期隨著冷戰時期的結束，區域性的政治與軍事結盟逐漸產生質

變，許多探討全球區域關係發展的社會科學研究，也紛紛就此現象進行有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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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本研究認為，區域性結盟的本質與政治理論有其根本的關係，因此若能理

解相關的政治理論，必能對此議題提供一個基礎性的理解，故在此處以政治理論

之聯邦主義與功能主義進行分析，以助後續區域性政經結構分析的論述深度；其

次，在全球化影響下引起各項競爭議題的新自由主義觀點，亦可能是討論區域整

合不可忽略之重要理解因素。故本處將由聯邦主義、功能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等相

關觀點，作為鋪陳後續分析相關區域組織運作的理論基礎。 

（二） 相關區域組織之發展 

本研究認為區域統合之理論分析乃在於以學理鋪陳方式，奠定理解實質運作

的基礎。但在另外一方面，亦應對相關國際組織進行實務的分析，是故本研究採

上述的 EU、NAFTA 與 FTAA 為例說明其發展。為考量有限篇幅實無法涵蓋前述跨

國組織之各項運作層面，故選擇以組織成立之背景、決策之運作體系與流程、以

及與教育相關之政策形成等三大面向。以上述有關 EU、NAFTA 與 FTAA 組織之成

立背景來看，雖可看出與經貿之發展有直接之相關，但從其對教育發展之相關政

策宣示亦可知，藉由教育方式提升其人力的品質，以確保該區域國家之經濟競爭

力，已是不爭的事實。 

三、 研究效益與結論 

（一） 就形成過程而言 

四個國際組織，多以經濟合作為結盟目的，僅有東協加三成立是以軍事合作

為主；但檢視其近年之合作內容，已轉向以經濟合作與文化教育交流為運作方

向。雖以經濟為主，但此四大國際組織在形成過程仍有其內部面臨之難題，以歐

洲聯盟而言，因會員國逐年擴充，在形成共識與推動議題上日趨困難。又，2010 

年起南歐地區會員國家因外債牽動整體歐元地區，使西歐國家思考此區域組織未

來改進之道。至於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在美國強力主導下，美國、加拿大與墨西

哥共同簽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成為現今世界涵蓋區域最大之經濟合作體。

而美洲自由貿易區，最大特色即是會員國多為開發中國家，僅少數是已開發國

家，所以在農業、勞工與環保等敏感性議題上常常不易取得共識。參照東協加三，

將在 2015 實現東協共同體（ASEAN Community）之建立，主要由經濟活動來帶

動其他領域的發展，以促進東協整合（ASEAN, 2007a）。為建立東協共同體架構，

東協十國於 2007 年簽署《東協憲章》，規範東協會員國未來合作的方向與原則，

以及新的決策機制（ASEAN, 2008a）。 

（二） 就教育決策運作而言 

教育合作起初並非是四大國際組織的重點項目，本研究觀察發現歐盟與東協

加三兩大組織對教育合作論述最多，究其原因為此兩大組織區域交流經驗長達數

十年且經濟發展步伐穩定，故經濟合作漸入軌道後，教育合作自然為優先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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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歐洲聯盟來說，由於七○年代的經濟蕭條與千禧年前後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

的崛起，歐盟愈加重視教育交流與合作，故教育成為歐盟制定政策關注的焦點，

其中更以高等教育為發展重點。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在 Altbach（1994）參酌歐盟

的作法後，從高等教育角度提出建議，藉以消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當中的差異和

不帄等，增進人民對於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各會員國之理解，有助於合作發展經濟

議題。美洲自由貿易區有別於其他區域組織對高等教育與人才流通的重視，而是

相對重視基礎教育的合作與實施。此區指出自由貿易區應該承擔教育責任，在區

域內與各國共同改善各級教育系統，使各國人民皆能在去除社經地位、文化與種

族之歧見下，公帄享有接受高品質教育服務之機會，因此降低文盲、兩性帄權與

擴大就學比率等方向，也成為多數會員國致力改善之方向。至於東協加三，目前

所有關於教育合作之計畫與活動，均是在年度的教育部長會議中獲得共識才得以

通過，並且由直接受命於部長會議的東協資深教育官員負責執行，會議聲明與結

論是東協加三在教育合作方面的主要依據。 

（三） 就高等教育協議而言 

歐洲聯盟由於歐洲人才流失與全球競爭因而簽訂《波隆那宣言》（Bologna 

Declaration），提出六項主要措施，包括：採行容易理解與可相互比較的學歷系

統、採行三階段（學士、碩士、博士）的高等教育學制、建立學分轉換制度（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System, ECTS）、消除認證障礙以促進師生流動、注重歐洲大

學之品質保證合作，以及推廣歐洲意識的高等教育（馬榕曼，2011；Bada, 2008）。

2004 年增加 Jean Monnet 計畫以歐洲整合為主軸，跨出歐盟境外與中東歐國家

進行高等教育合作。由此可知，歐盟對高等教育的知識與人才流動形成區域系統

與共識後，將觸角擴及非歐盟地區，高等教育已由人才交流走向區域認同的帄台。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後的經貿自由化使教育民營化現象加劇，其中又以高等教

育最明顯。就經濟整合而言，高等教育代表技術突破與人力提升，與企業自由競

爭不謀而合（Barraban, 2007; Davidson-Harden & Majhanovich, 2004）。其次，

自由貿易區之經濟發展需要優秀人力，故頇注重人員之教育背景。Mirone（1999）

和姜麗娟（2008）均主張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影響各國人才的流動性，如北美自由

貿易協定為鼓勵會員國人才之跨境流動，以及整合該區域之人力市場，對於人才

之能力已建立完整認證機制確保人力品質，期盼透過教育力量為經濟發展加分。 

東協加三的高等教育合作多由 AUN 負責運作，實際運作策略方面，AUN 為

配合東協加三整合計畫提出 2015策略架構，包含四大主軸：（1）人力投資；（2）

縮小發展差距；（3）縮小數位分歧；（4）促進區域意識深化。由此可知，AUN 儼

然成為一個小型的東協高等教育區，目的促成區域內高等教育人才的相互承認與

流動，達成區域內各國互惠的理想目標。若跨國參與的高等教育機構而論，均屬

學術品質較高的學校，單就合作的角度思考，問題自然不大；若要本區內多數的

大學均加入一致的高等教育聯盟或高等教育區，其整合基礎則有待進一步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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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子計畫三：東協加三區域合作高等教育市場學生流動中
台灣的定位與優勢 

主持人：王秀槐 共同主持人：張珍瑋 

國立台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一、 研究背景與目的 

隨著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簡稱 ASEAN)

與中國、日本、南韓三國(簡稱「東協加三」)合作架構的形成，在 2015 年即準

備成為東協共同體，未來學生將更自由地在亞洲區域高等教育機構中流動學習，

即學生在中國、日本、南韓，以及在東協國家之間（特別是新加坡與馬來西亞）

互相交流（Sugimura, 2008a）。因此，由東協加三所建構的區域合作架構，將如

何衝擊並影響現今的東亞高等教育國際招生模式，實為重要，此亦為本研究所欲

探討的議題之一。 

近十年來，國內大學院校數量成長 2倍之多，至 100 學年度全國公立與私立

大專院校合計為 176 所(教育部，2011)。然因少子化的趨勢，我國大專院校已

開始面臨招生困難，且開始經歷招生不足的窘境（陳靜嬋，2009）。在面對國際

化的壓力與社會大眾對高等教育擴張的疑慮之際，我國政府與高等教育機構將以

何種計畫與策略，予以定位並強化高等教育國際招生的優勢，實為刻不容緩的議

題，亦為本研究的關注焦點之一。 

其次，在現今台灣高等教育國際招生如火如荼展開之際，對於國際學生如何

進行教育選擇而來台求學，以及其在台灣所面臨的課業與語言的挑戰、文化與生

活適應、未來生涯的規劃等等議題卻相對缺乏（馬藹萱、關秉寅，2008；韓光俐，

2009）。為彌補此一不足，本研究亦將聚焦來台留學之東協加三會員國學生，了

解其選擇來台留學的動機與實際求學經驗，以瞭解學生的需要。 

本計畫旨在研究東協學生在東協十國與中、日、南韓三國區域間流動趨勢之

現狀與未來發展。並藉由瞭解與認識中、日、南韓對東協學生的官方與機構之招

生策略，以及東協區域內國家針對東協學生招生與高等教育合作的開展現況，進

一步更準確地定位台灣在競爭激烈的東亞高教市場中的優勢並予以發展。此外，

本研究期與現今在台之主要東協國家之學生領袖進行訪談，以發掘他們以及其觀

察之同國學生選擇來台的原因，及其在台之真實受教經驗與評估，並提供未來政

府招生來自東協區域國家之學生與其他來華國際學生之實質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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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與步驟 

為達本研究之目的，本研究即藉文獻探討與文件分析，以描繪目前東協加三

區域高等教育市場中學生流動的現況與未來發展，並深入了解中國、日本、南韓

對於東南亞學生在高教市場中進行之招生策略，與東協區域內部十國之間的彼此

合作架構建立與共識與未來方向。其次，本研究透過專家諮詢及文件分析，整理

出台灣因應東協加三高等教育招生策略之現況與未來進入東協加三高教市場的

可能途徑。最終，本研究並進行主要東協國家在台學生領袖的個別訪談，期透過

學生自述其教育選擇經驗並自評在台求學過程。 

三、 研究效益與結論 

（一） 我國發展為「東亞高等教育重鎮」之 SWOT 分析 

本研究除了瞭解東協十國及其與中、日、南韓之間近年密切合作的成效之

外，亦分析區域內部國家學生流動的方向與數量，再透過國內相關東南亞招生政

策、高等教育機構實際招生經驗、以及東協國家留台學生領袖的實際訪談內容，

進行分析與討論主要可以結合教育部（2011）而整理成表 1的 SWOT。 

表 1：我國成為「東亞高等教育重鎮」之 SWOT 分析 

Strength 優勢 Weakness 劣勢 

1. 高等教育學術研究素質高。 

2. 技職教育資源符合亞洲新興國家人才

培育需求，具輸出特色。 

3. 高科技產業及全球台商布局發展。 

4. 生活環境友善且學費合理。 

5. 中文正體華語教學與傳統文化。 

6. 我國高等教育學費相對歐美及新興亞

洲國家低廉。 

1. 大學部全英語授課學程不足。 

2. 大學國際化友善程度仍待改進、境外學

生輔導人力資源有待強化。 

3. 境外學生學成後留臺實習及工作限制

較多。 

Opportunity 機會 Threat 威脅 

1. 東亞國家出國留學學生人數成長快速

且區域流動密集。 

2. 東南亞各國多年大量畢業僑生校友向

心力高。 

3. 政府與過去一些國家如馬來西亞建立

相互承認學歷，有利招生該國學生。 

4. 台商於東亞生根茁壯影響力日增，利於

形成對東亞多元交流帄臺。 

1. 中國大陸、日、韓、紐、澳、印度等國

紛紛與東協洽簽經貿協定，致我官方活

動空間相對減縮。 

2. 中國大陸、英、澳等國積極投入競爭東

南亞高等教育招生市場，加遽招生難

度。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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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研究並歸結發現，可整理以下五點結論： 

1. 東協區域合作架構仍在初期發展階段，我國應於此關鍵時期，鞏固已建立之

利基，發展未來可能的優勢與機會，繼續朝向東南亞向外招收當地菁英，引

進未來社會可用人才。 

2. 中國大陸對我國招生國外學生之外交壓力及文化相似而可能分散國外學生

選擇至我國的因素，應於我國未來政府部門以及高等教育機構出國招生時予

以預防及考量。 

3. 日本與東協國家之間密切合作的「自學校至工作」的職涯規劃性質計畫，可

為我國未來與東協國家合作之參考，建議我國政府應密切觀察其實施成效與

發展。 

4. 建議我國各高等教育機構之間應有更多相互合作向外招生的機制，並有分享

招收外國學生經驗的帄台，以促進各校一同向外招收更多國際學生，促進整

體高等教育體系及校園國際化。 

5. 建議各校制度化地評估系所開設英語課程的成效，定時主動瞭解國際學生對

於課程規劃的意見與實際經驗評估。俾使國際學生到我國真實經歷優質高等

教育的內容與設備。 

伍、 子計畫四：「東協加三」對各國高等教育機構發展與社會
公帄之比較研究 

鄭勝耀 

國立中正大學課程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一、 研究背景、目的與方法 

針對高等教育機構發展與教育公帄的議題，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HERI) Astin 與

Oseguera(1992, p. 321)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強調「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

與「公帄性」(equitability)是探討高等教育機會均等最需要被提及的兩個概

念；且當「可接近性」的目標逐步達成時，「公帄性」的問題便成為下一個獨大

的議題。「公帄性」的爭議常出現在「頂尖大學」(TopUniversities)或「標竿大

學」(Benchmarking Universities)擁有較多的教育資源，但來自不同社經地位、

族群、性別與區域的學生進入該高等教育機構的機會可能大不相同，特別是來自

低社經背景的學生較不易取得入學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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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加三」下的亞洲各國合作協定，由經濟、政治等面向不斷擴大至教育

層面，而上述 Astin 所提及的「公帄性」與「可接近性」問題，即是本研究主

題所提及「高等教育擴張」與「教育機會階層化」的議題，勢必成為「ASEANPlus 

Three」與 EAS 未來的主軸之一。本研究在耙梳高等教育擴張與教育機會均等等

相關研究後，嘗詴以「不帄等最大維持模式」(Maximum MaintainedInequality, 

MMI)與「不帄等有效維持模式」(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EMI)為

兩大主要的理論分析架構，進一步分析在「東協加三」各國高等教育機構發展下，

東協原本 10 個會員國(包含汶萊、柬埔寨、印尼、寮國、馬來西亞、緬甸、菲

律賓、新加坡、泰國與越南)再加上中國、日本與韓國，其高等教育擴張與教育

機會階層化間的互動與對話。 

本子計畫研究方法根據 G.Z.F.Bereday(1964) 將比較教育研究分為「區域

研究」(areastudies)與「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兩種類型。Bereday 

指出「區域研究」主要目的在描述(description)與詮釋(interpretation)，「比

較研究」則聚焦在「並列」(juxtaposition)與「比較」(comparison)兩部分。

在「並列」部分，研究者將依各國高等教育的政治、歷史、文化、經濟與社會背

景等角度，再依其歷年高等教育白皮書與相關研究發現進行分類與並列。最後，

再比較「東協加三」下高等教育機構發長與社會公帄的互動對話中，可能潛在的

高等教育機會階層化與弱國邊緣化議題(詳見圖 2)。 

 
圖2:本研究之比較研究構念圖 

本研究先針對高等教育機構發展與高等教育擴張的相關研究進行耙梳，聚焦

東協加三各國的高等教育發展現況與相關文件資料的初步分析，再透過教育公

帄、教育機會階層化與「不帄等最大維持模式」(Maximum Maintained Inequality, 

MMI)與「不帄等有效維持模式」(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MI)

等相關理論的分析與討論後，最後，分析影響高等教育擴張與教育機會階層化的

因子，希望可以作為本研究進行後續「東協加三」高等教育相關議題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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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文獻探討 

（一） 高等教育機構發展與高等教育擴張 

高等教育機構發展與高等教育擴張的議題如同 Martin Trow (1973)，視為

二次大戰後最重要的教育問題；然而，歐美國家將高等教育擴張視為高等教育的

「量」與「質」的問題，亞太地區的高等教育則隨著各國經濟發展與高等教育機

構發展程度而有所不同。以「東協加三」的國家而言，中國、日本、韓國與新加

坡對高等教育機構發展的看法與面對的問題也與其他九個國家極為不同，這也將

影響後續高等教育機會擴張與教育機會階層化等「社會公帄」議題的討論。 

（二） 教育機會階層化與社會公帄 

探討高等教育機會階層化與社會公帄之議題，近來有兩種理論頗受重視：第

一種是不帄等最大維持模式(Maximum Maintained Inequality, MMI)這是一種針

對教育擴張情形探討獲致教育機會的理論(Ayanlon & Shavit, 2004, p. 103);

主張在「教育轉換」的情況下，當錄取率較低時，不同背景者差異很大;當錄取

率開始增加時，不同背景者仍有顯著差異；必頇直到優勢族群的教育需求達飽和

時，不同背景者間的教育機會差異才會變小，社經地位等因素對教育轉換的重要

性才會變小甚至消失(Raftery & Hout, 1993, pp. 56-57)。第二種「不帄等有

效維持模式」(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MI)是指結合一種結合「教

育轉換」與「教育分流」的理論，強調社經地位等優勢條件不會因為錄取率的高

低而有所改變。只不過，在錄取率較高的情形下，社經地位較佳者，將會在該教

育階段佔據較佳的教育種類與內容(Lucas, 2001, p. 1652)。Lucas 強調學校教

育還沒達到「大眾化」，優勢族群仍然繼續「善用」其社經地位鞏固既得利益；

一旦學校教育普及至「大眾化」的階段，社經地位較有利的族群仍然將以教育機

會「質」方面的優勢取代「量」方面的落差。 

（三） 高等教育機會階層化的影響因素 

而「高等教育機會階層化的影響因素」部分，本研究主張就性別、階級、族

群等面向切入，能夠提供高等教育機會均等的重要支持證據。如同 Austin 與

Oseguera (2003)的研究中指出高等教育進路(access)的公帄性需要一再被強

調，而高等教育機構也必頇被視為促進社會流動的主要觸媒，幫助弱勢族群的學

生有向上社會流動的可能；Luhanga(2003)則根據研究的發現建議高等教育進路

對於某些特定的對象(如原住民族、文化或語言的弱勢族群)應該設法去除阻礙在

當中的「大石頭」，並提供在入學許可或入學測驗上的特殊協助,使上述被壓迫族

群在進入高等教育機構與完成高等教育上的比例都會提高，並進一步獲得向上社

會流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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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效益與結論 

本研究完成的工作項目及成果，可分五點來加以說明： 

（一） 透過與其他各國高等教育擴張與教育階層化的對話，形成本土化與全球

化高等教育機構發展與社會公帄的精彩辯證，包含上述各個層面的研究成

果，可據以提供後續研究者的學術資料庫，並可作為我國教育決策單位在形

成高等教育政策時之參考依據。 

（二） 增進本土研究者與世界主要國家研究人員與機構的交流機會，提升進行

跨文化研究的規劃與執行能力，兼顧學術研究的本土化與國際化。 

（三） 利用研究成果提供高等教育政策的制訂依據，進而促進高等教育素質提

升與我國教育健全發展。 

（四） 促進國內專業學術社群的科際整合、多元合作與專業發展，以及高等研

究機構間的人力、資源與設備之交流模式。 

（五） 藉由將研究發現發表於海外期刊或學術研討會，促進與國際研究人員的

學術交流機會，增進臺灣學術研究者參與國際社群的學術成果發表，並提升

臺灣在國際學術舞臺的地位與聲望。 

陸、 結語： 

根據「中國與東協各國人才流動協議之研究」、「比較東協加三與歐盟、北美

自由貿易協定、美洲自由貿易區等形成、運作與高等教育之相關協定」、「東協加

三區域合作高等教育市場學生流動中台灣的定位與優勢」、「東協加三各國高等教

育機構發展與社會公帄之比較研究」等四項子計畫之探討可知，台灣與東協地區

教育交流的加強與深化，是台灣高等教育未來不可避免之趨勢；但相關政策的制

定與研擬需要更相當周全與深入的思辯與商討，從中挖掘台灣高等教育既有之利

基與未來因應之策略才是整全詳密之道。 

「東協加三」對台灣未來經貿發展勢必造成既深且廣的衝擊，立於國家戰略

性的高度來關注東協教育交流，政府應以台灣已臻成熟的學科領域為發展核心，

有效運用現有、甚至是閒置的高教資源，結合具台灣特色的台商企業發展模式；

以商業性的靈敏度，著力於東協地區發掘潛藏的契機，推動多元的教育交流，高

等教育勢必能成為另一個經濟與外交的敲門磚，拓展台灣與東協各國之間的關

係，如此，高等教育勢必成為開展台灣經貿版圖的關鍵樞紐，其地位與價值不容

怠慢與看輕。詴想，假若東協各國紛紛效法越南，赴台留學人數持續攀升，不下

20 年，台灣與東協各國之間的關係自然水到渠成。因此，政府需充分認知東協

教育交流的重要性，而非僅停滯於外交關係有無之斟酌。否則，放眼東協各國對

高等教育的積極與用心，台灣若不相對提升、重視，難保其於東協的優勢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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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力試辦方案項下 

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日期：101年 3 月 20日 

                                 

一、國外(大陸)研究過程 

本會議主題為 Engaging Our Differences，主要是針對全球當前所遭遇之多元與異化等問題，進行比

較研究分析。此次共有來自全球六十多個國家的兩千多位代表與會，並提出數百場主題報告，包括：

各國高等教育、師資培育、跨國組織、少數民族問題與性別等議題。本人有幸獲邀參與該會底下之分

支機構「CIES Gender and Education Committee membership」，並擔任其中一場「性別與高等教育」

座談，提報相關之論文。會中除了有主題報告與大會發言之外，並特別舉辦年輕學者之研究成果分享

會、與期刊主編會面之專題討論等各別不同之主題的分區座談，同時亦有來自各地著名出版社之書展、

美國各大學之歡迎晚宴，包含由台灣中正大學與美國匹茲堡大學之晚宴與受贈活動，由臺灣師範大學

楊深坑教授獲得榮譽教授之殊榮。此外亦參觀兩所位於蒙特婁之著名馬戲團學校及藝術學校。同時筆

者受荷蘭 Sense Publisher出版公司 的 Michel Lokhorst教授邀請撰寫台灣高等教育學術評鑑制度之

專書計畫。 

二、研究成果 

請參考研究報告之簡報檔。 

三、建議 

除積極參與國際研究團隊之合作項目，參加每年在各會員國所舉辦之研究成果分享外，並希望政

府部門與大學等研究機構能加強彼此間的合作與協調，從事與臺灣及鄰近華人地區之相關研究。 

四、其他：參見會議議程。

計畫編號 NSC 99 － 2420 －H－ 004 －033  － 

計畫名稱 「東協加三」對台灣高等教育之影響評估與因應之道－總計畫暨子計

畫一︰中國與東協人才流動協議之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周祝瑛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 

出國時間 
2011年 4月 28日至 

2011年 5月 6日 
出國地點 Montreal,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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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 OF INVITATION TO THE 2011 CIES CONFERENCE- UREAG 

GLOBALVILLAGE DIALOGUE 

 

Dear Dr Chuing Prudence CHOU, 

 

 

Please, find attached your letter of invit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UREAG Global 

Village Dialogue (GVD) of the CIES 2011 Conference in Montreal. Your paper will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is GVD and we hope you are able to attend. 

  

We would be grateful if you would kindly send us a note confirming your 

participation as soon as you receive this message and the attached letter. 

  

Thanks very much and we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oon and to welcoming 

you to this exciting conference. 

  

Best wishes, 

Emefa 

(UREAG Vice Chair). 

 



 
Gender and Education Symposium 

CIES 2011, Montreal, Canada 
 

Gender and Education:  From Development to 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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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keynote speakers will address the interplay between girls’ and women’s education and empowerment and 
development.  The speakers are leading experts on gender issues in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activists with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academi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UN agencies. They will engage 
participants on issues of civil society, social movements, feminism, human capabilities and empowerment, politics 
of place, settings in crisis and conflict, as well as the reproduction of gender inequalities in education systems. All 

are invited! 

Panel 1: (8:30 – 10:00 am)  

Chair:  Vilma Seeberg, Co-Chair CIES Gender and Education Committee 

How far does this go? Reflections on using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to evaluate gender, poverty, 

education and empowerment 

Presenter: Elaine Unterhalter  

Professor of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 

Panel 2: (10:15 – 11:45) 

Chair:  Vilma Seeberg, Co-Chair CIES Gender and Education Committee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Women in Communities in Conflict in Swat, Pakistan  

Presenter: Zebu Jilani 

President and Founder, Swat Relief Initiative Organization 
 

*** 

Gender and Education Committee Luncheon, Roundtable Discussions 

12:00 – 1:30 pm 

1.  Gender and Education - Between Promise and Progress: Considering the findings of the UIS Global Education 
Digest, Nelly Stromquist,University of Maryland - College Park, USA; Janet, Bagnall, Montreal Gazette; MaryAnn 
Maslak, St.John's University, USA; Emily Hannu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SA; Dina Craissati, UNICEF. 

2.  Capabilities: Potential for scholarship. Elaine Unterhalter, 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3.  Education and conflict: Advocacy and action. Zebu Jilani, Swat Relief Initiative Organization, Pakistan; Claudia 
Mitchell, McGill University, CA; Susan Wardak, Ministry of Education,Afghanistan. 

 

$25 dollar contribution, $10 for students. 
 

*** 

Panel 3: (1:45- 3:15 pm) 

Chair:  Regina Cortina, Co-Chair CIES Gender and Education Committee 
 

Liberty is based on education 

Presenter: Tarcila Rivera Zea 
Executive Director of Chirapaq - a leading agency advocating for indigenous rights 

 



 

 

 

Gender and Education Committee Workshop 

 

Gender, Education, and Liberation: Conversations across fields 

 

Saturday, April 30, 1 pm-6 pm 

  

This workshop will provide large group and small group opportunities for participants to engage with each 

other in examining the intersections of gender, education, and liberation across diverse fields, disciplines,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conceptualizations [of education and liberation]. The workshop will begin with a 

plenary panel of speakers that will examine diverse historical and current conceptualiza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gender, education, and liberation. Participants will then participate in two mini-

workshops on key issues related to these topics, such as: Gender, literacy, and empowerment; 

neoliberalism, inequality, and prospects for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women’s leadership and liberation; 

transformation, education, and the MDGs; and transnationalism, citizenship, and liberation.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kshop will be limited to the first 80 participants. A nominal fee (on a sliding scale 

from $5 to $10) will be collected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kshop; however, fee waivers are available on a 

needs basis. A limited number of fellowships to offset costs associated with attending the workshop will be 

available to graduate students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who are self-funding travel to the conference.  

 

To sign up for the workshop, please send an email titled "gender workshop registration" to pawlowski@wis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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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t Gender Differences in 
Taiwan's Academe: 

 The impact of SSCI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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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male faculty have been under-represented 
at universities, even women college students 
comprised over half of the t popul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 Women have been segregated into lower 
ranks, part-time teaching and less lucrative 
and 'female' fields. 



• Discrimination against in hiring, reward, 
promotion and granting tenure.  

• Women have not been sponsored into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in the same ways as men 
have.  



• This paper is a follow-up of a research project 
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Taiwan’s  academe 
during the early 1990s which surveyed the 
status of women faculty in promotion and 
productivity.  

• Female faculty (married and with children) 
were at disadvantage in professor promotion, 
high- ranking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total 
income, and social networking. 



•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a new 
system rewarding SSCI and SCI publication as 
sole performance criteria has crippled the 
status of female faculty in Taiwan since 2005. 

•  Junior female faculty i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y encounter even more barriers in 
promotion and publication. 



• This paper intends to re-examine the current 
status of female faculty in Taiwan after nearly 
After 20 years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system which demands 
faculty SSCI and SCI publication as one of the 
sole promotion criteria.  



New Gender Discrepancy 

• Regarding the Honorary professor, women comprised 
1/9 (12.5%) in 2009, and 1/8 (14.3％)  in 2010.  

• With respect to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still women 
comprised 29.5％ in 2009, and decreased to 23.3％ in 
2010.  

• This displays that males are prone to obtain additional 
grant money under the new university reward system.  

• None of females from College of Arts and Humanity,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receive the award. 



• Females in high ranking administrative 
position:  

• 26.4％ in top position (ex. full-time executive),  

• 33.3％ in deputy director position,  

• 52.2％ in the third-tier administrative job in 
2010.  

 



Rank Distribution of Females 

• 29% in professor rank, 

•  41.4％ in associate professor,  

• 40.6% of assistant professors,  

• and 61.5% in lecturers. 

 



Case Study: A Public University in 2010 



Administrator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特聘教授性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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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力試辦方案項下 

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日期：101年 3 月 20日 

                                 

一、國外(大陸)研究過程 

本次會議由武漢華中科技大學教科院沈紅教授所主辦，共邀請了來自美、英、德、義、芬蘭、加拿

大、阿根廷 日、韓、香港、新加坡等十三個與「轉變中的學術專業發展」(Changing Academic Profession, 

CAP)研究團隊的國家代表，該研究團源自 1990年代開始對各國在全球化浪潮中學術行業價值與工作內

容的變動情形，進行各國的實證調查與國際比較計畫，可說是目前國際上唯一針對各國學術行業所進

行跨國比較研究國際團隊。其中臺灣因非該組織之會員，但因兩岸四地有重新成立研究團對與進行華

人文化圈中的比較研究之需，因此該會邀請本人為唯一之臺灣出席代表，並提出臺灣高教之現況研究

報告。 

會中除了探討國際化與全球化對各國高等教育的影響外，也針對本研究團對所共同採用的研究理

論、研究架構與發法、以及各國在上述研究中所共同面臨的問題與挑戰，進行各國的案例報告。此外，

對於新加入之國家的研究規範與架構，亦進行協助與指點。會後除應邀參加中國福特基金會所主辦之

中國當前迫切之教育議題研究計畫分享會外，並對華中科技大學「中國教育部人文素質教育基地」全

校性大學部學生，進行一場關於臺灣高等教育改革方面主題報告，據說該講座屬全校範圍內最高檔次、

最大範圍的講座。會中學生問大踴躍與充滿熱情。 

二、研究成果 （請參考研究報告之 PPT檔）。 

三、建議：除積極參與該研究團隊每年在各會員國所舉辦之學術專業發展研究成果分享外，並希

望政府部門與大學等研究機構能協助支持「亞洲學術專業發展」之問卷調查與相關研究。 

四、其他：參見會議議程

計畫編號 NSC 99 － 2420 －H－ 004 －033  － 

計畫名稱 「東協加三」對台灣高等教育之影響評估與因應之道－總計畫暨子計

畫一︰中國與東協人才流動協議之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周祝瑛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 

出國時間 
2012年 11月 10日至

2012年 11月 15日 出國地點 中國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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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電子信件） 

CAP Lecture 

 

Dear Prof. Shen 與郭老師: 

 

很抱歉 我一直沒收到邀請函 可能是信箱滿了 

沒問題 11 月 14 日晚上我很樂意去報告 

題目暫定為 全球化中的台灣教育: 挑戰與前景 

我個人的演講題綱會儘快寄給你們 

  

(周祝瑛簡介台灣政治大學教育系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比較教育博士 

美國哈佛大學傅爾布萊特資深訪問學者 

 著有十多本中英文專書與數十篇論文 

年底將出版 Taiwan Education at the Cross-road: When Globalization Meets Localization 專書 

個人網站  http://www3.nccu.edu.tw/~iaezcpc/) 

 

I did not receive any invitation maybe the email was bounced due to my exceeding quota. 

  

Sure, it is my great honor to give a lecture to your undergraduate and the schedule is ideal  for me. 

May I decide my  topic as Taiwan Education in the global era: Challenge and Prospect. 

I will email you my Chinese CV and ppt later. 

  

Thank you. 

  

Chuing 

 



Date Time

2011.11.11 entire day registration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40 U.S.A William Cummings

10:40-11:05 Italy Michele Rostan

11:05-11:30 Finland Timo Aarrevaara

11:30-11:55 Taiwan Chuing Chou

11:55-12:10

12:10-13:10

13:10-13:50 U.S.A   D. Bruce Johnstone   

13:50-14:15 Malaysia Vincent Pang

14:15-14:40 México
Jesús Francisco

Galaz-Fontes

14:40-15:05 South Africa Charl C. Wolhuter

15:05-15:25

15:25-15:45

15:45-16:10 Germany Ester Ava Höhle

16:10-16:35 Argentina José Alberto Yuni

16:35-17:00 Korea Jung Cheol Shin

17:00-17:25 China Hong Shen

17:25-17:50

18:00

08:30-09:10 Germany Ulrich Teicher

09:10-09:35 Canada Glen A. Jones

09:35-10:00 Hong Kong Gerard A. Postiglione

10:00-10:20

10:20-10:40

10:40-11:05 The NetherlandsEgbert de Weert

11:05-11:30 Japan Akira Arimoto

11:30-11:55 China Guangcai Yan

11:55-12:10

12:10-13:10

13:10-13:50 China Yingjie Wang

13:50-14:15 China Jinghuan Shi

14:15-14:40 China Fengqiao Yan

14:40-15:05 China Zhihong Ye

15:05-15:25

15:25-15:45

15:45-16:10 U.S.A Martin J Finkelstein

16:10-16:35 China Xianjun Liu

16:35-16:50

16:50-17:50

18:00

Closing

Q&A

break

Quick Lunch 

Banquet

Quick Lunch 

Q&A

Q&A

break
13:10-17:50

Comparative study on

Changing Academic

Profession in varied countries

pick up at Tianhe Airport only for invited guests

break, photo

Q&A

Observation and suggestions

to academic profession

changes in China

Q&A

Q&A

break

Academic Profession Workshop            Agenda             Wuhan, China
Content

2011.11.12

 Opening Ceremony

09:30-12:10

How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mpacts

on academic profession

changes

08:30-12:10
Methodology and major topics

in the field of academic

profession study worldwide

Dinnar

Q&A

2011.11.13

13:10-17:50



19:00-21:30

8:30-11:30

11:30-13:30

14:00-18:00

18:00

Farewell Lunch for invited guests

CAP Project Workshop(only for CAP members)

2011.11.14

City Tour for invited guests

Dinner for invited guests

Graduates Seminar on the CAP study

2011.11.13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Academy: Rhetoric, Recent Trends, and Prospects

International academic mobi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scholars

Global academics and global academic work

When globalization meets localization: The Controversial Impact of SCI/SSCI on Taiwan’s Academe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Expansion & Financial Austerity

Academic Profession in Malaysia: a comparison with global situations

Recent Mexican Higher Education Evolution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Mexican Academic Profession

The research cardre of the South African acdemic profession

Is there a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Profession?

Change in academia: perceptions from Latin America

Faculty Job Satisfaction and Job Stress across 19 Countries: Typology and Profiles

Faculty Time and Time Allocation cross 19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Opportun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Undertaking  a Comparative Survey:  The CAP Experience in Comparison

Or: The Daily Life of Comparativ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Fragmentation of the Academic Work

Academic productivity: Patterns and perspectives within emergent regional integration

Professional Space of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Changing Academic Profession in International Trends

Some Confusions on the Survry Study of Academic Profession

The Loss of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he university

Academic Profession under the Higher Edu Expension in China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Personnel Contracts and Their Incentives in China’s Private Colleges

Faculty Issue under the Background from Mass to Universal

Patterns of Faculty Involvement in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Across the 19 CAP Countries: Where Does China

Fit?
Academic Profession and Faculty Employment

Closing

Q&A

break

Quick Lunch 

Banquet

Quick Lunch 

Q&A

Q&A

break

pick up at Tianhe Airport only for invited guests

break, photo

Q&A

Q&A

Q&A

break

Academic Profession Workshop            Agenda             Wuhan, China
Content

 Opening Ceremony

Dinnar

Q&A



Farewell Lunch for invited guests

CAP Project Workshop(only for CAP members)

City Tour for invited guests

Dinner for invited guests

Graduates Seminar on the CAP study



Chair/Discussant Venu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change Center, HUST (Lobby)

William K. Cummings

Hong Shen

Baijing Restaurant

William K. Cummings

Hong Shen/Jin He

Yuyuan Restaurant

Yingjie Wang

Norzaini Azman

Ulrich Teichler

Eilly Wong

Lecture Hall of IAEC(3rd Floor),

HUST

Lecture Hall of IAEC(3rd Floor),

HUST

Quick Lunch 

Banquet

Quick Lunch 

Lifang Zhang

Zhichao Dong

Lecture Hall of IAEC(3rd Floor),

HUST

Lecture Hall of IAEC(3rd Floor),

HUST

D. Bruce Johnstone

Monica Marquina

Dinnar



No.1 Building of IAEC(Room

311)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HUST(Room 301)

HongJing Restaurant

A Downtown Restaurant

Farewell Lunch for invited guests

CAP Project Workshop(only for CAP members)

City Tour for invited guests

Dinner for invited guests

Graduates Seminar on the CAP study



Author（作者） Title（题目） Affiliation（作者单位）

Timo Aarrevaara, Ian
Dobson & Terhi Mölsä Global academics and global academic work  University of Tampere, Finland

Akira Arimoto  Changing Academic Profession in International Trends: With a Focus on
Research Orientation Kurashiki Sakuyo University, Japan

Norzaini Azman UKM, Malaysia

Chuing Chou When globalization meets localization: The Controversial Impact of
SCI/SSCI on Taiwan’s Academ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William K. Cummings, Olga
Bain, Gerard Postiglione, and
Jisun Jung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Academy: Rhetoric, Recent Trends, and Prospect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U.S.A

Zhichao Dong Chinese academy of personnel science, China
Martin J Finkelstein Patterns of Faculty International Activity: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Seton Hall University, U.S.A
Jesús Francisco Galaz-
Fontes, Jorge Martínez-Stack

Recent Mexican Higher Education Evolution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Mexican Academic Profession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Baja California, México

Ester Ava Höhle Diversit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 and Findings about the Academic Pr       INCHER Kassel, Germany
D.Bruce Johnstone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Expansion  & Financial Austerit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U.S.A

Glen A. Jones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Fragmentation of Academic Work: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in Canada and a Proposal for a New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Xianjun Liu Academic Profession and Faculty Employment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ina
Monica Marquin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General Sarmiento, Argentina
Vincent Pang, Norzaini Azman   Academic Profession in Malaysia: a comparison with global situations  Universiti Malaysia Sabah, Malaysia

Gerard A. Postiglione Academic productivity: Patterns and perspectives within emergent regional 
integr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SAR

Michele Rost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mobi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scholars University of Pavia, Italy
Hong Shen Faculty Time and Its Allocation cross 19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ina
Hong Shen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Academic Profess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ina
ong Shen, Zhiyuan Gu, Qian L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culty Working Tim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ina
Jinghuan Shi Academic Profession Study in the Context of University Extension in China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Jung Cheol SHIN, JiSun Faculty Job Satisfaction and Job Stress across 19 Countries: Typology and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Korea;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Ulrich Teichler
Opportun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Undertaking  a Comparative Survey:  The
CAP Experience in Comparison  Or: The Daily Life of Comparativ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University of Kassel, Germany

Yingjie Wang The Loss of University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Egbert de Weert, Harry vd Ka Professional Space of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A cross country comparison University of Twente, the Netherlands

Charl C. Wolhuter The Research Cadre at South African Universities: Self-portrait North-West University, Potchefstroom Campus, South
Africa

Eilly Wong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SAR

Fengqiao Ya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Personnel Contracts and Their Incentives in
China’s Private Colleges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Guangcai Yan Confusions on Survey Study about Academic Profession in China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Zhihong Ye Faculty Issu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ransition from Mass to Chinese Associ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hina
José Alberto Yuni Change in academia: perceptions from Latin Americ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atamarca, Argentina
Li-fang Zha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SAR

毕鹤霞
The study about the teachers' playing the academic career role in the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pattern of Evaluation

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丁  研
大学教育目标如何在学生评教中得到体现
    ——以24所世界著名大学为例

复旦大学高教所

韩永宝 学术职业变革的驱动力量及未来路径探索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人事处

侯定凯
我国学术职业流动的考察
    ——基于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统计数据的分析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姜  超 民办高校合理回报与分类管理问题再析 江西蓝天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

李  冲 当创新遇到制度：北大教师聘任制改革的新制度主义视角 大连理工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李  虔
Academic Job Satisfaction of Teachers in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Higher
Education Programs in Beijing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李志峰 浦文轩 学校权力对高校学术职业内部分层的影响 武汉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李志峰 当代中国高校学术职业分层及特征分析 武汉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任初明 基于学生视角的高校教师课堂教学技能评价研究 广西大学教育学院

沈  红 论学术职业的独特性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沈  红 大学教师工作时间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沈敏荣 变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对职业变革的影响

沈敏荣
转轨时期中国教师职业的制约因素分析：
教师促进的逻辑与大学自治结构的形成机理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时  伟 大学学术职业发展的冲突与调适 阜阳师范学院

宋专茂 论学术职业主体的职业人格及其对学术生涯发展的影响 广州大学高教所

孙卫敏 高等教育事业单位改革下的学术职业变革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人事处

谭冠中
我国高校教师管理改革与学术职业发展的走向
    ——基于中美大学比较视野的审视

肇庆学院人事处

王应密 张乐平 西方学术职业制度形成与发展中的影响因素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吴  薇 大学教师信念研究：回顾与前瞻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吴  薇
研究型大学教师信念与个人背景关系探析
    ——基于某研究型大学的调查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List of Papers at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hanging Academic Profession
 “学术职业变革”国际会议论文目录

(in alphabetical order by author's surname)
 (以作者姓氏拼音排序)



徐  岚  卢乃桂 从学术职业现状看大学教师学术责任履行的制约因素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学 教育行政与政策学系

于丰园 基于知识进化的学术职业发展研究 黄山学院教育系

张博文
教学学术视野下大学教师专业化发展研究
    ——以贵州财经学院为例

贵州财经学院教育管理学院

张  焱 发展的视角：论高校青年教师职业之路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

张英丽 学术职业伦理：内涵、本质及特征 河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赵敏 周永煌 
民办高校教师科研能力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研究
    ---基于广州地区的调查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韩山师范学院

赵映川 美国大学教师校外职业发展历程研究 长江大学管理学院

钟云华 学缘关系对大学教师学术职业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 长沙学院法学与公共管理系

朱海风  景中强 学术职业本质特性与发展方式的变迁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國科會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力試辦方案項下 

赴國外(或大陸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日期：101 年 3 月 20 日 

計畫編號 NSC 99 － 2420 －H－ 004 －033  － 

計畫名稱 「東協加三」對台灣高等教育之影響評估與因應之道－

總計畫暨子計畫一︰中國與東協人才流動協議之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周祝瑛 

服 務 機 構

及職稱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教授 

出國時間 
2011 年 11 月

2 日至 2011

年 11 月 5 日 

出國地點 香港 

一、 國外(大陸)研究過程 

本會 WUN “Ideas and Universities” Annual Conference: The Changing Roles of 
Academics and Administrators in Times of Uncertainty 主要由兩個部分組成。第

一天上午為亞洲師範或教育大學校長會議，主要針對全球化與本土化中的教育

大學，其角色及定位如何轉型等議題進行討論，尤其在新管理主義的浪潮下，

各教育大學的校長如何掌握培養教師、提升教育品質之核心概念，以進行有效

之管理。會議中並邀請前香港大學校長朱經武教授發表「變動中的高等教

育」，提出在經濟發展思維當道，高等教育如何追求人類永續發展與科學研究

求知求真等精神，除了多方舉例外，並對大學角色紊亂提出暮鼓晨鐘之警語。

到了下午則進行世界大學治理研討會，分別由來自英國、加拿大、美國、德國

與香港等地的知名學者發表，在各國中高等教育管理體制與社會變動之關係，

從歷史、經濟、教育與社會等角度探討各國大學所面臨的管理挑戰與困境。同

時也參觀香港教育大學之圖書館及校園。其中該校總圖是全亞洲擁有最具規模

之教具收藏館院，頗具特色。 
第二天的行程則延續頭一天討論議題，繼續探討香港、台灣、韓國等國家

在大學中治理中所面臨的效率與公平等問題。 

二、 研究成果 

參考報告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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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議 

建議增加與上述國際組織之合作，並提供台灣相關之研究成果。 

四、其他 

會議議程 

 
 
 
 

WUN “Ideas and Universities” Annual Conference 
The Changing Roles of Academics and Administrators in Times of Uncertainty 

 
Co-organised by: 

 
World Universities Network (WUN) 

 
Centre for Greater China Studie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Bristol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Supported by:  

 
Hong Kong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Society  
of Hong Kong 

 
 

 
Tentative Programme 

On or before 2 November 2011 (Wednesday) 
Arrival of Invited Speakers in Hong Kong 
 
3 November 2011 (Thursday) 
08:50 Pick up from the Hyatt Regency Hong Kong Sha Tin and transfer 

to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The HKIEd) 
09.25 Arrival at Conference Centre, Block E, The HKIEd 
09:30-09:45 The 2nd Asian Roundtable of Presidents of Universities of 

Education * 
Opening Session 
Welcome Speech by Professor Anthony B. L. CHEUNG 
(President, The HKIEd) 
 
Opening Speech by Mr. Michael M. Y. SUEN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Education Bureau, The HKSAR Government) 
 

0.945-11:20 The 2nd Asian Roundtable of Presidents of Universiti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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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 
Session I: Redefining Productivity 
Guest speaker: Professor WANG Gungwu (Chairman,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 Former Vice-
Chancellor,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pen Discussion:  

 What do 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mean for 
Universities of Education (UoEs)?  

 Is there a better way to define our productivity in UoEs? 
 How can UoEs proactively meet global demands for 

accountability while meeting their core missions?  
 

11:20-13:00 Lunch and Campus Tour 
13:00-13:30 Campus Tour (Assemble outside Conference Centre, Block E 

Transfer to Council Chamber, Block A, The HKIEd 
14:00-14.20 WUN “Ideas and Universities” Annual Conference 

Welcoming Remarks 
Welcome Speech by Professor John LEE (Vice-President 
(Academic), The HKIEd)  
 
Opening Speech by Ian WEI (Senior Lecturer, University of 
Bristol, United Kingdom) 
 
Opening Speech by Professor Adam NELSON (Professor of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 and Histo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USA) 
 

14.30-16:00 WUN “Ideas and Universities” Annual Conference 
Session I 
Professor Glen A. JONES (Ontario Research Chair on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and Measure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Changing Academia, Changing Academics? Postcommunist 
Central Europe from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d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s 
Professor Marek KWIEK (Director, Centre for Public Policy 
Studies, Poznan University, Poland) 
 
Open Discussion 
 

16:00-16:15 Tea Break 
16:15-17:45 WUN “Ideas and Universities” Annual Conference 

Session II 
The quest for world-class status: Global ranking and impact on 
higher education in East Asia 
Professor Joshua Ka Ho MOK (Chair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Policy &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External Relation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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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IEd, Hong Kong)  
 
Citizens or Cosmopolitans? 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ism, and 
Academic Identity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Professor Adam NELSON (Professor of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 
and Histo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USA) 
 
The Changing Role of Academics and Administrators in Times of 
Uncertainty 
Dr. Tamson PIETSCH (Lecturer in Imperial and Colonial History,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Brunel University, United Kingdom) 
 
Open Discussion 

18:00 Pick up from the HKIEd Campus and transfer to <venue to be 
confirmed>  

18:30-20:30 Conference Dinner at <venue to be confirmed>  
* In attendance only 
  
4 November 2011 (Friday) 
08:30 Pick up from the Hyatt Regency Hong Kong Sha Tin and Transfer 

to The HKIEd  
08:55 Arrival at Council Chamber, Block A, The HKIEd 
09:00-09:30 WUN “Ideas and Universities” Annual Conference 

Presidential Address 
Presidential Address by Professor Anthony B. L. CHEUNG 
(President, The HKIEd, Hong Kong) 
Introduction to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by  
(International Office, The HKIEd, Hong Kong) 
 

09:30-11:00 WUN “Ideas and Universities” Annual Conference 
Session III 
Whither Global? The Ambivalent Internationalism of U.S. 
Universities 
Dr. Seteney SHAMI (Program Director, Middle East North 
Africa; Inter-Asi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USA) & 
Dr. Cynthia MILLER-IDRISS (Associate Professor, Steinhardt 
School, New York University, USA) 
 
Dr. Rui YANG (Associate Professor & Assistant Dean (Research 
Projects and Centres),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A case of University-Government partnership: Developing School 
Leaders to handle complexity 
Dr. NG Pak Tee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ingapore) 
 
Open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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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2:30 WUN “Ideas and Universities” Annual Conference 
Session IV 
Increasing productivity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changes in 
approaches to working in higher education 
Professor John TAYLOR (Professor of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Th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Management School, 
United Kingdom) 
 
The Impact of SSCI & SCI on Taiwan’s Academy: A petition for a 
fair play 
Professor Chuing Prudence CHOU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The unbundled professor: How academic life is disaggregating 
Dr. Bruce MACFARLAN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gher 
Education,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pondents: Professor Mark MASON and Dr. PAN Suyan (The 
HKIEd) 

12:30-13:00 WUN “Ideas and Universities” Annual Conference 
Concluding Remarks 
Professor Joshua Ka Ho MOK (Chair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Policy &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External Relations) of The 
HKIEd, Hong Kong)  
 
Ian WEI (Senior Lecturer, University of Bristol, United Kingdom)
 
Professor Adam NELSON (Professor of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 
and Histo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USA) 
 

13:00-14:30 Conference Lunch at Institute’s Receptions, Block A, The HKIEd
 

14:30  Half-day Hong Kong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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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ragmentation of Academic Work and the Challenge for Academic 
Governance and Leadership 

 
Glen A. JONES 

 
Academic work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fragmented. While once largely performed 
by the traditional full-time professoriate, academic work at most Canadian 
universities is now undertaken by a range of categories of worker, with quite different 
levels of remuneration and conditions of employment, and represented by different 
associations or labour unions. Drawing on previous research conducted for the 
Changing Academic Professions stud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Canadian full-time 
faculty have high levels of job satisfaction and are well remunerated, productive 
scholars. Maintaining the status and supportive working conditions of the full-time, 
tenure-stream professoriate has largely been accomplished through the labour cost 
efficiencies created by the increasing use of part-time, contractual university teachers, 
now frequently represented by labour unions that are quite distinct from their full-time 
pee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for academic governance and leadership 
associated with this increasing fragmentation of academic work in the context of the 
“glob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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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s or Cosmopolitans? 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ism, and Academic Identity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Adam NELSON 

 
Looking back to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c. 1776-1815),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dentity of the ‘modern scholar,’ and, specifically, a tension between Enlightenment 
ideas about scholarly cosmopolitanism (often associated with the notion of a ‘universal 
republic of letters’) and Romantic conceptions of the scholar as a citizen and servant 
of the state. Using the case of the immigrant astronomer and West Point instructor 
Ferdinand Hassler, the paper will show how conflicts between the ideals of 
citizenship and cosmopolitanism shaped academic identities and institutions in an era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cientific, and geostrategic rival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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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ing Roles of Academics and Administrators in Times of Uncertainty 
 

Tamson PIETSCH 
 
Between 1880 and 1914 the universities established in the British settler colonies of 
Canada and Australia increasingly sought to look beyond their local contexts and 
situate themselves within a much wider British scholarly community. In doing so they 
were 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s of a period in which new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were facilitating a tightening of all sorts of global 
connection,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university was refashioning itself as an ‘modern’ 
and increasingly ‘national’ institution: confessionally and socially more open, the 
provider not just of a liberal education but also the credentialiser of the professions 
and the sciences, and slowly accommodating itself to the long scorned German notion 
of research. By investing in libraries, travelling scholarships, leave of absence 
programmes and appointments processes, settler universities made concerted efforts 
to mitigate the deleterious effects of physical distance.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hese 
processe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for universities in the changing world of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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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her Global? The Ambivalent Internationalism of U.S. Universities 
 

Seteney SHAMI & Cynthia MILLER-IDRISS 
 

 
This paper is based on a large-scale comparative ethnography of Middle East, South 
Asia, and Eurasia area study centers on twelve U.S. university campuses undertaken 
by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 from 2005-2008.  Through site visits 
that included interviews with key center personnel, senior administrative deans, and 
social-science department chairs as well as focus groups with doctoral students, the 
research team amassed a rich cache of qualitative material:  over 200 interviews, 30 
focus groups, and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relevant university programming.  
 
This material enables us to capture and analyze a moment whe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re fundamentally reevaluating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 international.  Most of U.S. 
universities’ efforts to engage internationall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re oriented 
around two trajectories:  aid in the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oreign places 
(i.e., through efforts to redress poverty, hunger, human conflict, etc.); and the 
production of strategic, contemporary, nationally-useful knowledge about overseas 
regions,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Cold War (such as specialized language and cultural 
expertise on Russia and other foreign ‘enemies’).  In both vis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universities were meant to produce useful knowledge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that would help solve enduring problems of the time—
problems which, in turn, were understood in largely geographically-bounded terms.  
The version of modernity,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in the latter 20th century relied 
heavily—perhaps exclusively—on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s divided into 
clearly-delineated regions and nations.  The organization of research and teaching on 
the rest of the world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as thus designed 
around world regions, which presumed at least some coherence between 
geographically contiguous places, political regimes, and cultural systems.  With few 
exceptions, then, being international, for the twentieth-century university, meant 
producing knowledge about world region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however, universities have fundamentally transformed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 international, moving beyond efforts to produce knowledge 
that could solve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problems to embracing a broader form of 
the global university.  This shift is rooted in several factors.  On the one h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has forced the US to re-narrate its official identity as the preponderant 
purveyor of virtuous democracy.  The collapse of Soviet communism has made the 
Americans’ project of self-definition considerably more complicated.  The world is no 
longer as neatly divisible into bounded parcels of us versus them; instead, political 
allies and enemies are scattered within and across regions.  On the other hand, 
American universities are confronting sweeping changes in the flows of ideas, 
political and social movements, and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he past two decades 
have witnessed radic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ways that individuals interact between 
and across national borders.  From Facebook to al Qaeda,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are increasingly operating without particular national oversight or 
boundaries.  Training and research programs that are organized around region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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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units cannot adequately support research on these new kinds of transnational 
and multinational processes and events.   
In sum, with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seismic changes in the dynamics and 
theorization of culture and politics, the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around world 
regions is no longer tenable.  Yet the logic of a geographically regionalized world is 
still embedded in university organization in the form of area studies programs, whos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utility has long been contested but whose organizational 
viability has become newly uncertain.  This organizational legacy—of the area studies 
framework—now finds itself unmoored in the more ambitious global agenda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U.S. university.   
 
Using our empirical interviews with vice-provosts and faculty across the universities 
we studied, we find three dominant models of how the international is conceptualized 
at the U.S. university, which we call civilizational, modernist, and globalist. Although 
each model emerged during a particular era (the early 20th, the late 20th, and the early 
21st centuries), we find that each vi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does not fully replace the 
previous ones; there are elements of each across varied vis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Thus the globalist era is characterized by organized chaos- by the lingering structure 
of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and the nation-state as a unit of analysis, combined with 
diverse ways of conceptualizing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bout particular 
problems, often housed in thematic units and centers.  No one yet knows what this 
kind of university will look like, but this study aims to begin the conversation abou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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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of University-Government partnership: Developing School Leaders to 
handle complexity 

  
NG Pak Tee 

 
In times of uncertainty, education faculties have a role to play in preparing school 
leaders to handle complexity, as the number of variables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interactivity of these variables increase exponentially.  The Leaders in Education 
Programme (LEP) is a six-month full-time programme for specially selected vice-
principals and ministry officers in Singapore to prepare them for school leadership. 
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analyses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n autonomous institute in th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enters into a unique university-government partnership wit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design the programme.  This presentation identifies the key underlying 
principle as that of knowledge construction, sharing and application using a social 
constructivism paradigm. In particular, it examines one particular component, the 
Creative Action Project, in detail so as to illustrate these principles and how they 
operate in action. 
 
 
 



The Impact of SSCI & SCI on 
Taiwan’s Academy:  

Petition for A Fair Play 
 

Chuing Prudence CHOU 周祝瑛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E-mail: iaezcpc2007@gmail.com 
Website: 

http://www3.nccu.edu.tw/~iaezcpc/Englis
h%20index.htm 

 



Apple VS. Banana 



Social Contextualization 

• The neo-liberal ideology in the era of 
education reform since 1994: Market-driven , 
deregulation, and efficiency/productivity  in a 
quantifiable way 

• The pressure for resources after the 
mass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since the 
mid-1990s 

• The  impact the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competition since late 1990s 

 

 



• With the expansion of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since 1990s, the 
maintenance of quality has become a key 
concern. 

• In 2005,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itiated (1) 
Program for Promoting Academic Excellence in 
Universities (PPAE) 

• (2) Aiming for the Top University and Elite 
Research Center Development Plan (ATU ) 

 



• and also established a formal university 
evaluation policy regulated in the University 
Law which will decide public funding based 
on university evaluation outcome 

• All these policies aim  to improving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raising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 of Taiwan’s top universities. 

 



• University evaluation depended very much on 

   Research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SCI, SSCI and A&HCI 
indexed journals, as well as citation rates and 
associated impact factors.  

• Evaluation has thus taken on a highly 
quantitative dimension since 2005. 



• Despite the efforts of all concerned to 
encourage academic excellence, the above-
mentione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indicators 
have resulted in bitterness and complaints 
from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
wide whose research accomplishment were 
de-valued and ignored under current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 This SSCI-preference also highlights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ESI) as one of the four key 
standards to evaluate, rank , and fund the 
academic programs across all disciplines.  

• The traditionally renowned dimensions, such 
as book public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s, were cast aside with an even 
lower/zero point value.  



•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a new 
system rewarding SSCI and SCI publication as 
sole performance criteria has crippled the 
status of faculty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aiwan. 

•  Junior faculty i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y 
encounter even more barriers in promotion 
and publication. 



The great experiment of the 
SCI/SSCI  Competition 

• The rule of games 

• Publish or perish 

• Dilemma between research and teaching 

• Who was caught in-between? 

• Who benefits? 

• Who is in great dispair 

 

 



 



No Way Out? 

• Quantity VS. Quality 

• Social Sciences/Humanities VS. Natural 
Sciences 

• Top ranking universities VS. General 
Universities  

• Public VS. Private  

• Researchers VS. Lecturers 

• Flexible Salary vs. Institutional fixed salary 

 



• Since last November, more than 2000 
academic and students endorsed the petition 
by calling government /universities for setting 
up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evaluation that 
are beneficial to both researchers and funding 
agencies 

• and find ways to properly tap into faculty 
academic productive capacity according to 
discipline and specialty. 



反對獨尊SCI SSCI 
找回大學求實精神 

The petition includes the following issues: 

• Stop using SSCI as the best practice for 
evaluation and funding purposes.  

• Recognize the rich variety of academic 
research practices in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 Establish institutional profiles that recognize 
the local visions and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 Foster a cultur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academic professionalism.  

• Create culturally-responsive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 It is hoped that more studies can be done 
based on endorsers’ comments  

• More discussions and protests can arouse 
more pressure and social consensus to stop 
the over-value of SCI/SSCI syndrome 

• A genuine, fair and effective evaluation system 
will be available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aiwan. 

 



The on-line petition against the 
over-emphasis of SCI/SSCI 

• What? 

• Who? 

• When? 

• Where? 

• How? 



• Thirty-three indicators are proposed for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An overall review of the SCI/SSCI in 
Taiwan 

• What will be next? 

• Some progress but still a long battle t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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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力試辦方案項下 

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日期：101年 3 月 20日 

                                 

一、國外(大陸)研究過程 

本會為北大、北京市教育委員會、韓國高等教育財團所資助下之亞洲國際盛會，與會人員包括亞洲與

歐美地區重要之學者與政府代表，包含：政治、經濟、外交、城市、國關、哲學、環境、醫學、文化、

藝術、環保與教育等分會。今年在北京中南海賓館舉行為期三天之會議，會中首先由中國教育部副部

長、北京大學校長等致詞。其中除了由中國著名的貓熊專家報告潘文石大會專題演講：「明智的倫理選

擇是安全穿越生存瓶頸的唯一指南」，從瀕臨絕種生物看人類所處的生態環境，深入的討論貓熊以及白

海豚等所受到的生存危機，來看在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如何取得平衡點。英國前首相布萊爾也提

出，上個世紀我們經歷了非常激烈的意識形態之爭，但是在 21世紀，我們不應再重蹈覆轍等言論。另

外，牛津大學 John Knight教授談「中國“民工荒”與農業勞動力剩餘問題」；德國圖賓根大學榮休教

授尤根·莫爾特曼報告「危機中的生命文化」。此外，各分會亦展開熱烈之討論，尤其在教育分論壇會

場中，來自亞洲及歐美國家等五十多位代表分別就「變革時代的教育改革與教育研究」等相關議題進

行討論。會中並有多場精彩的大師座談，如：杜維明對話莫爾特曼的對談，在東西文明交織剖析生態

與和平中，首先認識到宗教信仰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締造價值觀，而不是要引發意識形態鬥爭。東西文

明的差異讓對話越發精彩，尤其杜維明教授援引孔子之言“不知生，焉知死。”儒家文化，本沒有神

聖、世俗，靈魂、肉體的嚴格區別，關注生，才能更加理解死，進而理解精神與靈魂的含義，以更加

飽滿地詮釋整個生命，生命個體之於宏大地球的地位。大會最後後並進行相關之晚宴與傳統舞蹈等節

目，可說是空前的一次跨領域的學術盛會。 

二、研究成果 （請參考研究報告之 PPT檔）。 

三、建議：除積極參與每年在各會員國所舉辦之學術會議外，並希望政府部門與大學等研究機構

能協助支持相關研究。 

四、其他：參見會議議程 

計畫編號 NSC 99 － 2420 －H－ 004 －033  － 

計畫名稱 「東協加三」對台灣高等教育之影響評估與因應之道－總計畫暨子計

畫一︰中國與東協人才流動協議之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周祝瑛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 

出國時間 
2010年 11月 2日至 

2010年 11月 5日 
出國地點 中國北京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13170163.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13170163.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13170163.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13170163.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131701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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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on Beijing Forum 2010 

I. Beijing Forum  

1. Sponsors  

Beijing Forum is held each year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it is endorsed by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t is co-sponsored by Peking University, the Beijing Municipal Commission of 

Education and the Korea Foundation for Advanced Studies. This annual 

conference was initiated in 2004, and its advent in November of 2010 will mark 

its seventh successful meeting. 

 

2. Objectives 

Beijing Forum is organized yearly by Peking Universit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ith a view to 

facilitatin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changes and trans-cultural discussions that 

can lead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creased prosperity of the world’s 

citizens and civilizations. 

 

3.  Focuses 

Beijing Forum is 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orum that endeavors to assemble the 

world’s leading thinkers in order to promote acade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hat 

can bring about world peace and social progress. Held annually in the culturally 

rich city of Beijing, the Forum has served as a crucible for valuable ideas and 

insights that have produced important academic development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around the world. On this occasion, Beijing Forum aims to maintain its 

reputation as one of the leading academic forums in the world. 

 

II. About Beijing Forum 2010 

     

1. Time: November 5
th

 - 7
th

, 2010 (Friday to Sunday) 

(Registration on Thursday, November 4
th

, followed by the three-day conference) 

 

2. Place: Beijing 

 

3. Scale: approximately 300 world-renowned scholars  

 

4. Theme: The Harmony of Civilizations and Prosperity for All 

— Commitments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 a Better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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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anel Sessions and Sub-themes: 

 

 Panel Session I    Faith and Responsibilities: Spiritual Reflections on Global  

Issues 

 

 Panel Session II  Address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Policies  

and Actions 

 

 Panel Session III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Role of China 

 

 Panel Session IV  Building the Harmonious World City 

 

 Panel Session V   Health for All: Conscience and Commitment of Medicine 

 

 Panel Session VI  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ir Solutions 

 

 Panel Session VII  Education Reform and Research in the Era of Transition: 

Responsibility and Future 

 
（Please refer to Appendix I for detailed explanations of the theme and the 
sub-themes of Beijing Forum 2010.） 

 

6. Agenda of Beijing Forum 2010 

 

November 4
th

, 2010 (Thursday) 

         13:00-23:00 Registration 

         18:30-20:00 Welcoming Reception 

 

November 5
th

, 2010 (Friday) 

         09:00-12:00  Opening Ceremony & Keynote Speeches 

         14:00-17:30   Panel Sessions 

         18:00-20:00  Banquet 

 

November 6
th

, 2010 (Saturday) 

         09:00-17:30   Panel Sessions 

         19:00-21:00   Performance: The Night of Beijing Forum 

 

November 7
th

, 2010 (Sunday) 

09:00-11:00  Panel Sessions 

         11:30-12:30  Closing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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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Related Information  

1. Accommod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Subsidy 

1) For overseas participants  

Beijing Forum will provide each participant with accommodation during the 

conference period (November 4
th

-7
th

) and a standardized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ubsidy (exact sum to be specified in the invitation letter). 

According to the financial regulations of Beijing Forum, participants will receive 

their travel subsidy upon registration. 

 

2) For domestic participants (including participants from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Beijing Forum will provide each non-Beijing participant with accommodation 

during the conference period (November 4
th

-7
th

) and a complete reimbursement 

of their actual round travel expenses via train or air (economy class only). 

According to the financial regulations of Beijing Forum, participants will 

receive their travel subsidy upon registration. 

 

  Beijing Forum will not arrange accommodation for Beijing participants, but 

will provide a standardized transportation subsidy so as to facilitate their 

participation.   

According to the financial regulations of Beijing Forum, participants from 

Beijing will be provided with the above-mentioned inner-city subsidy upon 

attendance at the Forum.  

 

2. Working Languages: Chinese and English 

 

3. Papers and Presentations  

1)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forum are requested to submit the abstract of their papers 

(in digital version; about 500 words) before July 31
st
, 2010, and the full text of the 

paper (also in digital version) before September 15
th

 , 2010. The abstract should be 

in English. The paper itself can be either in English or in Chinese.  

 

2)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Beijing Forum will determine the role of each 

participant and the time of each presentation based upon the papers submitted. 

 

3) Following the Conference,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Beijing Forum annually 

publishes Selected Papers of Beijing Forum. If your paper is chosen for our volume, 

we will assume we have your permission to publish it unless you inform the Beijing 

Forum Secretariat otherwise in the attachment to your Confirmation Form, or by 

other conventional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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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ormat for your paper: 

 Prepared in MS-Word  

 Formatted for A4 size paper 

 All text double-spaced; all notes as endnotes (1.5 spaced) 

 12-point font for the body of the paper and 14-point for the title  

 Times New Roman font or similar 

 The front cover page is expected to include the presenter’s name, institution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paper’s title. 

 White and black, rather than colored pictures and diagrams are preferred, 

with no shading or shadowed background. Quality should be guaranteed for 

printing. 

 

IV. About Confirmation 

Please be sure to fill out the Confirmation Form and then let us know by email, fax or 

post whether you plan to attend Beijing Forum 2010. The Confirmation Form can be 

found in Appendix II, or alternately may be downloaded from Beijing Forum’s 

official website: www.beijingforum.org. 

 

Upon receipt of your Confirmation Form, we will provide you with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Beijing Forum.  

 

V. Contact Information of Beijing Forum Secretariat 

Contact Person: Mr. Yan Jun (Secretary-General) 

Mailing Address: Beijing Forum Secretariat, Room 209, Courtyard No. 1,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Fax: 86-10-62756596 

Tel: 86-10-62760512, 86-10-62756869 

Email: beijingforum@pku.edu.cn 

Website: www.beijingforum.org 

http://www.beijing/
mailto:beijingforum@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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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Theme of Beijing Forum 2010 

The Harmony of Civilizations and Prosperity for All 

— Commitments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 a Better World 

 

The earth, cradle for all livings and the home we share, has bred and continues to 

breed numerous species of creatures and diversified human civilizations. It not only 

provides the material necessities for our survival and evolution, but is also the 

spiritual harbor to which we can resort when we seek solace and peac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historical time, human beings have traditionally celebrated the 

great advance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s from the protracted darkness of primitive 

life, through the dawning millennia of developing agrarian societies, to the growing 

light of industrial progress in recent centuries;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world has 

witnessed the birth and growth of a myriad of human civilizations. However, even as 

we take pride in our establishment of high civilizations upon the earth, we cannot turn 

a blind eye to the enormous natural devastation that human civilizations have left in 

their wake, and the way it has dramatically upset the equilibrium and harmony of the 

natural order of things. Moreover, since today’s society has been driven to pursue 

personal economic advantage and unprecedented material gain, the result has been a 

growing social deterioration and a deepening ideological and spiritual crisis.    

 

Our actions today will undeniably shape the outlook of our future. Thus, it has 

become important and imperative that we should give serious thought and reflection 

to the impact our social development has exerted on our external surroundings and on 

our internal spiritual world; and that we should properly deal with the issues that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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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trategic importance to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Thus, to ensure a better world for the future, we should undertake our responsibilities 

toward social harmony, and commit ourselves to preserving our natural habitat, and to 

building a civilization with a high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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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Sub-themes of the Panel Sessions 

 

Panel Session I 

 

Faith and Responsibilities: Spiritual Reflections on Global Issues 

 

Whilst it i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s,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is also creat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problems, such as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is,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clashes, 

religious and national conflicts, terrorism, inequality, and so on.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we should not only analyze these problems and seek answe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cience, technolog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but also reflect more 

profound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aith, morality, and core values. Otherwise, we 

will neither be able to understand one another’s existential doctrines, nor create a 

basic common sense, let alone be able to take common responsibilities or common 

actions for our common home.  

 

The specific topics of this panel session are as follows: 

1) Reflections on Current Issues: Morality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Scholars will reflect profoundly on many serious and pressing issues in the global age 

and will discuss the values and responsibilities called for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his will include such topics as: new environmental ethics; new economic ethics; the 

ideas of harmony between civilizations; social equality; etc. 

2) Inspiration from the Classics: Moder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lassics, East and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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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ng the serious problems of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scholars will take advantage 

of the rich resources provided by both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East and West —  

including the classics of Confucianism, Daoism, Buddhism,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Islam —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piritual inspirations and modern values in 

these traditions. 

3) Dialogues Between Different Faiths: Toward a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Different Values 

Carrying the idea of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scholars 

will communicate and share the faiths, moralities, and values established in different 

great traditions, inherit and renew the common legacy of human spirituality, and 

explicate the necessary conscience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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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Session II 

 

Address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Policies and Actions 

 

As human civilization evolves and marches into a new era, the explosion of the 

population,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and the increase in resource consumption 

have been driving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The earth is getting 

warmer, the ozone layer is becoming thinner and biodiversity is in danger. Looking 

back upon 2009, and upon all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issues, we find that nothing 

has received greater global attention than climate change. Since 1992, when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was adopted as the first 

global base for tackling the problem, the global community has been working hard on 

making globally-concerted efforts to address the climate change problem and thus to 

avoid the potentially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associated with climate change. In 

2009, great hopes were pinned on the Copenhagen climate conference; however a 

legally-binding agreement o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has not yet been reached. 

Thi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arties- differences in their 

developmental stages, in political wills, in technological capacities, in their 

vulnerability to climate change, in their historical and projected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to the disparities in the respective share of 

responsibilities among these parties.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negotiations, the contentious points 

stemming from these differences and disparities will sti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historical emissions, the share of emission reduction burdens, technology transfers 

and financial aid, as well as the choice of policy instruments. The global community 

proposes and forms policies, and plans and takes actions according to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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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ious points. Law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in favor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newable energy industry and facilitating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re 

being pushed forward. Command-and-control approaches, market-based mechanisms 

and voluntary actions are being implemented. Despite these efforts,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in coping with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The specific topics of this panel session are as follows: 

1)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Region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2) The Practice of Complying with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Treaties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3)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National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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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Session III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Role of China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global issu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Problems such as 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instability of the world economy, uneven 

development, transnational crimes, illegal immigration，and climate change are having 

an increasingly direct impact on the security, development, and way of life of human 

kind. More and more people come to realize that the efforts of one country, or even of 

a group of countries, are in no way sufficient 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se challenges. 

Only through joint efforts and effective cooper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 whole, can human beings ever hope to address these global 

challenges. Accordingly, nation states should have a mentality that keeps pace with 

the times; they should re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and they need to build new international mechanisms for 

cooperation on that basis, so as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various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meantime,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growth in 

it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the rise in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China is facing ever-increasing expectati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egarding its role in addressing such global challenges. As a large developing country, 

the role that China may take in addressing these global challenges, and how it can 

increasingly play such a role, will affect the prospective efforts to address global 

challenges on the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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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ecific topics of this panel session are as follows: 

1) The Logic of Global Governance 

2) Global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 Global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4) Global Governance and Climate Change 

5) and,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Role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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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Session IV 

 

Building the Harmonious World City 

 

In 2008,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the world’s urban population exceeded the 

number of rural residents. This not only means the transfer of human habitation space, 

but also implies broader changes in human social behavior, modes of growth,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so on. Today, with 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cities 

are no longer isolated islands, distant and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Thanks to 

modern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 cities of the world have 

been woven into a closely connected network. Cities are the heart of our homeland, 

among which the world cities play a key role. The metropolitan areas centered on 

these world cities have become the most active areas of the world economy, thus the 

“global city-regions” have come into being. As the key node in urban areas, world 

cities are increasingly dominating the nation’s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ing the global 

economy. 

 

The leading experts,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in the field of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ill be invited to engage in the theme “Building 

the Harmonious World City”. The aim is not only to discuss the world cities’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nd the process of human urb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djustment of labor divis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r solely to explore 

the adjustment of the mu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the environment; but also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future development modes and 

approaches in culture promotion and future innovation. This panel session is also 

committed to the discussion on public policy, institution build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exploration of new paths, new methods, and new model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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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cities in the post-crisis era, in order to jointly create a blueprint for our future 

cities. 

 

The specific topics of this panel session are as follows: 

1) World City System in the Post-Crisis Era 

2) Innovation, Originality and World City 

3) Social Harmony and World City 

4) and, Sustainability of World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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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Session V 

 

Health for All: Conscience and Commitment of Medicine 

 

With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the public’s health needs are rapidly increasing. 

Health has been recognized worldwide as the core value of human rights.  

 

Medicine is both an ancient art, and a wide series of disciplines that are undergoing 

dramatic development. It is also a huge and comprehensive public service system that 

concerns each individual in society. Mankind shares common values of life and death, 

health and disease, but each culture also has its own particular values and traditions. 

These unique values and traditions are precious asset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y create a demand for cross-cultural dialogues.  

 

In the new century, Medicine is being confronted with the explosion of modern 

technologies, with changing market forces, with problems in health care delivery and 

with globalization. In these circumstances, it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clarify core 

medical values, to reaffirm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edical professionalism, 

and to cultivate both medical competence and humanistic spirit in tomorrow’s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We hope to engage first-class medical humanities schola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nature and values of medicine from their individual vantage 

points. We intend to draw upon worldwide valued theories and practices, and thereby 

seek to provide new intellectual resources for the reforms of health systems and heath 

care delivery that are going on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16                                   

The specific topics of this panel session are as follows: 

1) Health and Disease: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2) Rights and Justice: The Reform of Health Care Systems 

3) Conscience and Commitments: Rebuilding Medical Professionalism 

4) and, Medicine and Humanities: Cross-Cultural Dialo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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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Session VI 

 

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ir Solutions  

 

Entering 2010, the world economy shows signs of recovery. However, the recovery is 

unstable and imbalanced; some countries have even slipped into deeper crise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global imbalances are again under the global spotlight. For 

instance, trade frictions between major economic powers are increasing, and 

imbalances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become a hot issue — while Germany 

enjoys a large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leading to criticism from deficit countries, 

Greece is stranded in a government budget crisis. In addition, gaps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also enlarging. While China, Brazil, and India show strong signs of 

growth, other countries are still trying to escape the shadow of the crisis. All these 

imbalances seem to have roots in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Since globalization and its auxiliary division of labor are necessary for an integrated 

world, and global imbalances are likely to be an unavoidable consequence of this 

process, global governance is crucial to remedy the global imbalances, and as such, a 

new global architecture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e purpose of this panel session i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for a new model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order to dissipate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global imbalances.  

 

The specific topics of this panel session are as follows: 

1)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Global Imbalances  

2) The Role of Large Countries in Global Imbalances  

3) and, a New Model of Glob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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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Session VII 

 

Educational Reform and Research in the Era of Transition: 

Responsibility and Future 

 

As an activity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civilization, human development and creation of 

knowledge, education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guiding the direction of our future. 

Today, education shoulders crucial responsibility for protecting our natural habitat 

and improving our inner spiritual world, this is true both in dealing with the threat of 

ecological disaster to the earth, and in dealing with the crisis of spirit brought about 

by modernization. Moreover, education is believed to exert a much greater influence 

on the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wellbeing of each individual than ever before. 

 

In times of crisis and uncertainty, education is inevitab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and therefore, educational reform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have become the 

main concerns of each government. The past decade has witness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wide range of educational reforms worldwide, based on the 

guidance of convincing evidence and on the scientific analysis of specialized piece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This panel session seeks to provide education policy makers and 

researchers with an exchange and discussion platform to further explore this topic.  

 

The specific topics of this panel session are as follows: 

1) Educational Reform and Planning: Aims and Measur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history and reality in each country, the educational policy- 

makers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ers in the forum will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a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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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and relevant issues of educational reform and planning in their own 

countries. 

2)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olicy: Independence and Interdependence 

The participants will discuss the proper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policy-making, including the relative independence and necessary 

interdependence of each other. 

3) and, Higher Education and a Learning Society: Quality and Relevance 

Around the theme of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and a learning society, participants 

will discuss such educational issues as scale and quality, autonom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justice and efficiency, as well as the public role of high education in a 

learning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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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I 下的台灣高教競爭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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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近年來，隨著台灣高等教育擴張的結果，如何維持高教的品質，已成為各大

學關注的焦點。自 2005年開始教育部也以提高台灣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與能見

度之理由，接連提出「追求卓越計畫」、「頂尖大學」及建立大學評鑑等政策，強

調評鑑指標之份量與經費配置之結合，促成國內高等教育以 SCI、SSCI、A＆HCI

等國際期刊的刊載篇數與被引用次數（impact factor）等量化指標作為評鑑標

準的發展方向。為回應教育部等所推展之各項追求卓越之高教政策，政大遂於

2008年起成立「頂尖大學辦公室」，以致力於發展人文社會科學重點領域與頂尖

學術研究。然而，在以追求卓越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為目標的背後，卻充斥以上述

量化評鑑指標，作為評鑑教師學術表現的依據，不僅忽略了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

之特性、各學門間的差異，也同時加劇了校內各學院、甚至各科系間不甚公平的

競爭。而 SCI、SSCI、A＆HCI等量化評鑑結果能否真正代表一所大學的學術研究

品質？除此之外，是否有其他配套措施可以更加有效的鑑別出教師的學術產出能

量與品質？這些都是有待釐清的問題。有鑑於此，本文擬針對台灣當前的學術評

鑑制度進行探討，同時引用國際上以專書與期刊論文作為學術評鑑指標的討論，

進一步透過台灣人文社會領域研究著稱的政治大學，目前實施學術評鑑制度的情

況，以此來論述台灣學術界如何受到 SSCI等國際期刊發表要求的影響，與未來

文理評鑑分家之可能解決途徑。 

 

關鍵詞：學術評鑑、SSCI、台灣政大、高教競爭力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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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expansion of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provision in recent 

years, maintaining quality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has become a top 

concern for Taiwan. Since 2005,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initiated 

both the Program for Promoting Academic Excellence in Universities (PPAE) 

and the Aiming for the Top University and Elite Research Center 

Development Plan (ATU Plan) and also established a formal university 

evaluation policy, with a view to improving the competitive strength and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 of Taiwan’s universities. In so doing, the MOE 

made a clear link between the results of evaluations and the allocation 

of funds. Research performance is chiefly assessed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SCI, SSCI and A&HCI indexed journals, citation 

rates, and the associated impact factors. Evaluation has thus taken on 

a highly quantitative dimension. In 2008, as a direct response to these 

new polic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set up an ATU office 

fully devo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ertain selected key subject areas 

and the promotion of quality research. Despite the best efforts of all 

concerned to encourage academic excellence, the highly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indicators have had some negative effects. Publication 

expectations, clearly, are not uniform across all disciplines;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cular academic subjects have been 

largely ignored, and there have been instances of bitterness in certain 

departments whose staff felt they had been subjected to unfair competition. 

It is not self-evident, in fact, that such quantified indicators as 

citation indexes and impact factors represent an appropriate way to 

evaluate research performance of university faculty. It is necessary to 

investigate other approaches to evaluation that are beneficial to both 

researchers and funding agencies, and find ways to properly tap into 

teachers’ academic productive capacity. A set of guidelines that 

evaluators may adopt in allocating funds is also sorely needed.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examined the ways evaluation is currently conducted in 

Taiwan and at NCCU, and sketched out the problems and issues with the 

present system. The opinions of all evaluation stakeholders in this 

university are recorded, analyzed, and discussed. Evaluation criteria 

between book publications and journal articles from western countries 

were also included as reference. It is hoped that the current paper can 

shed light on literature as well as policy-making for pursuing excellence, 

efficiency and equity in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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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台灣高等教育實施評鑑制度後的狀況 

    一九九零年代以來，隨著台灣高等教育擴張的結果，出現各種發展質量失

衡、教育資源排擠、階級複製等問題後遺症，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政府部門遂透

過大學法等法規修訂工作，試圖從事大學財務的健全化、國際化及評鑑標準化等

制度的建立，以期解決高教擴張等問題。自 2000年以來，教育部為提升各大學

競爭力，提出「五年五百億、頂尖大學計畫」、「綠色矽島」等，試圖將經費以及

資源集中在台灣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以及成功大學等以理工、醫學發展為

主的國立大學，這幾所大學的研究設備，經費補助以及設備資源都是台灣其他大

學所望塵莫及。除此之外，為了提升國內大學效能，融入全球學術網絡，透過資

源競爭與「客觀學術產出」等評比方式，採取以發表在 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A ＆ HCI)等期刊資料庫之論文數，作為學術研究的評量標準，

追求向上述資料庫投遞稿件，符合各機構所要求之評量指標。同時，2005年開

始教育部也以提高台灣高等教育國際競爭力與能見度之理由，接連提出「追求卓

越計畫」、「頂尖大學」及建立大學評鑑政策等，直接促成國內高等教育以量化指

標作為評鑑標準的發展方向。此外，國家科學委員會(簡稱「國科會」)的各項研

究補助也以 SCI、SSCI、A＆HCI等國際期刊的刊載篇數與被引用次數（impact 

factor），作為各種計畫獎補助之依據。這些評量標準皆造成了台灣學界以國際

期刊論文發表為主的研究取向，不僅以中文發表形式漸不受重視；研究議題為投

國際期刊之喜好；也形成了研究出版「重期刊論文、而輕專書」、強調「發表篇

數勝於一切」等奇特現象。甚至有許多研究者追求以英語形式發表論文，遠超過

對文章本身品質的要求（Chen ＆ Quan, 2004；周祝瑛，2009）。 

 為回應教育部等所推展之各項追求卓越之高教政策，政治大學(簡稱「政大」)

遂於 2008年起成立「頂尖大學辦公室」，以致力於發展人文社會科學重點領域與

頂尖學術研究，加強國際化程度，支持學術研究與行政革新，建構人文社會科學

基礎建設等，戮力發展政大成為台灣頂尖人文社會科學之重鎮。然而，在上述各

項以追求卓越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為目標的背後，卻仍舊充斥以上述量化評鑑指

標，作為評鑑教師學術表現的依據，不僅忽略了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之特性、各

學門間的差異，也同時加劇了校內各學院、甚至各科系間不甚公平的競爭。黃慕

萱（2007）指出，不管是何種評鑑，目的都是在提升品質，必須考量到學科性質

以及社會文化脈絡的影響，不應只用單獨一套標準，來凸顯受評者之優缺點。由

此可知，政大在因應上述以 SSCI等量化評鑑指標的大環境下，必須重新思考本

身如何建構人文社會科學特性的定位問題。在此前提下致力於發展各領域特色之

瞭解與掌握，進而提出有別於自然科學領域多元且有效的學術評比方式，以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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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政大人文社會科學的精神與追求學術卓越之目標。 

      

貳、政大教師學術評鑑之現況 

目前政大所頒佈與教師學術評鑑有關的辦法，包括：2001年 6 月 16日第 113

次校務會議通過：「教師基本績效評量辦法」、「教師升等辦法」、「獎勵學術著作及

出版辦法」、「教師獎勵辦法」；以及「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第

2 梯次考評指標」、研究發展處各項補助辦法與相關規定。根據上述規定，並對

照校內教師於各項研究獎之獲獎紀錄與研究領域之分佈，歸納出以下結論： 

（一） SCI與 SSCI論文成為各項教師學術評鑑與獎補助之核心指標 

政大除文學院之外，在其他八大學院學術評鑑相關辦法之各項評鑑指標中， 

SCI或 SSCI之發表數量皆為評鑑之重點項目。以商學院「教師基本績效評量」

的「研究評量」為例，該院將教師研究評量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指標明確指出「影

響指數 0.5 以上之 SCI 、SSCI 期刊論文，每篇 35分」、「發表於其他 SCI、SSCI、

TSSCI 期刊之論文，每篇 25 分」。第二類指標中也規定「發表於 SCI、SSCI、TSSCI、

一流學術期刊中之評論論文，每篇十分」。至於教育學院則是於「期刊論文」此

一指標中說明：「發表於 SSCI 或 TSSCI 期刊之論文，每篇四十分」。而理學院更

是將 SCI與 SSCI論文之分數比重提高至八十分。由此可知，各學院不僅以 SCI

與 SSCI期刊論文為研究評量之核心，更進一步要求教師必須提高 SCI、SSCI期

刊本身被引用之影響指數（impact factor）。 

此外，SCI與 SSCI論文之重要地位在政大「教師升等辦法」亦可見一斑。

以理學院為例，教師升等著作計點方式第一項即將 SCI(E)、SSCI、EI、TSSCI

期刊之學術論文，歸類為第一類論文，並規定凡「收錄於 SCI(E)、SSCI、EI、

TSSCI期刊之學術論文或其他經院教評會認可之學術論文，每篇核計六點」 而

其他非 SCI(E)、SSCI、EI、TSSCI期刊之學術論文依其發表形式之不同，分別為

一至六點不等。而外語學院教師升等辦法中「學術論文著作」一項，亦強調「於

AHCI 或 SSCI 收錄之期刊上發表之論文，每篇得加重六分」。可知在各學院教師

升等上，擁有 SCI與 SSCI期刊論文，在升等上佔有非常大之優勢。 

 此外，在校內各種獎補助辦法方面，以商學院為例，在「獎勵學術著作 

及出版辦法」第三條以及「教師獎勵補助」第四條第一項中皆同時規定：「本院

論文發表補助由『影響點數分級』與『依照各專業領域期刊排序分級』兩項標準

互補施行」，並進一步區分 SCI/SSCI論文期刊影響點數為最新「期刊引用報告」

（Journal Citation Report）中 SCI/SSCI分別收編之期刊等級，作為獎補助之

標準，前百分之十五之期刊，每篇補助 30 萬元(新台幣)，從 12萬至六萬元不等。

至於屬於 TSSCI期刊所發表之論文，則每篇補助四萬元。最後一級為非屬於 TSSCI

期刊之論文，每篇僅獲得兩萬元之補助。此外，國際事務學院之「學術著作發表

獎勵申請辦法」亦同樣以 SSCI、SCI 、AHCI、EI期刊論文為第一級獎助，每篇

可獲得一萬五千元。而非屬於 SSCI、SCI 、AHCI、EI 期刊論文之發表，每篇依

序僅為一萬至六千元不等。由此顯示出：在政大許多學院中，SCI/SSCI期刊論

註解 [怡小伶1]: 這邊沒有辦法有統

一的通過時間，因為本次研究資料乃

彙整全校各院各系之辦法，若要全部

一一打出來要耗費太多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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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不僅已成為教師基本績效評量與升等之重要核心指標，更形成教師能否獲得

獎補助以及影響獎補助金額多寡之關鍵因素。 

 

（二） 在各種獎助辦法及績效考核中，出現 SCI與 SSCI被重複計算情形 

根據政大研究發展處各項補助辦法、教師獎勵辦法與獎勵學術著作及出

版辦法之各項獎助指標來看，校內各項獎補助與績效考核，亦有重複計算

SCI/SSCI論文數量之現象。以商學院為例：教師發表一篇影響指數 0.5 以

上，且名列第一級（前 15%期刊）之 SCI 、SSCI 期刊論文，在績效評量上就

能獲得 35 分；在「獎勵學術著作及出版辦法」中，就能申請到 30萬元的補

助；在「教師獎勵辦法」中，也能同時申請 30 萬元之補助。亦即在商學院，

教師發表一篇 SCI/SSCI論文，就能同時獲得 35 分的積分以及至少 60萬元的

獎助！此外，以國際事務學院為例，根據教師基本績效評量辦法，只要發表

一篇 SCI、SSCI、TSSCI排序第一至三級之期刊論文，就能獲得 120分

（50+40+30=120）。加上同樣發表於 SCI、SSCI、TSSCI資料庫排序第一級期

刊之評論論文，每篇就有十分之積分。兩者相加，兩篇（一篇期刊論文與一

篇評論論文）論文之積分，就高達 130分，早已超過一本耗時長、且需經審

查制度之正式出版專書（50分）之積分。除此之外，上述兩篇期刊論文還能

讓教師在「升等辦法」中，獲得 75分，亦高於專書所得之 50分。同時，申

請者也可以此論文申請「獎勵學術著作及出版辦法」，每篇一萬五千元之獎

助。換言之，教師每生產一篇 SCI/SSCI論文，該篇論文就能重複申請績效考

核與各項獎補助，其所獲得之獎補助也就有加乘效果，而產生「一魚多吃」

之現象。 

     

（三） 評鑑及獎補助辦法忽略人文社會科學之特性 

黃慕萱、張郁蔚（2006）指出：事實上，人文社會學者之學術評鑑未被 

廣泛討論的根本因素在於不同學科之間的差異特性，導致無法採用同一標準，來

評鑑所有學科的緣故使然。而所謂「不同學科之間的差異特性」，可從學科的軟

硬程度來表示。雖然廣義上，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均視為科學活動，但由於

研究方法、研究對象，以及研究關注的焦點並不同，導致科學的軟硬程度也有所

不同。因此，兩方面之學科領域缺乏共同之比較基準，無法用同一標準去評鑑其

高下（周祝瑛，2009）。 

另一方面，若從人文社會科學的產出特性來分析，便能更深入瞭解其研

究成果與自然科學之差異，茲說明如下： 

 

1. 研究產出獨尊期刊論文之適切性： 

根據荷蘭大學1980年至1985年年度報告中的出版品資料分析（Nederhof , 

Zwaan , Bruin & Dekker，1989），以及澳洲Wollongong大學研究政策中心1991

年之資料庫分析結果發現，人文社會科學之「圖書出版品」比「期刊發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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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更為龐大。換言之，基於人文社會學科之特性，人文社會學科學者經常

以出版「專書」為主，而非「期刊論文」。而在自然科學領域上，圖書出版

量則相對低於人文社會的出版數量，因本身擅長以期刊論文來呈現研究成

果。尤其2010年三月在華沙舉辦的全球學術排名觀察組織會議 

(International Observatory on Academic Ranking and Excellence, 

IREG) ，會中調查全球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著作引用率，發現80%仍然是來自

專書與研究報告，而來自SSCI 的資料庫僅佔不到 20％

(http://www.ireg-observatory.org/)。換言之，台灣目前這套國際期刊評

量制度，將人文社會與理工自然等量齊觀的做法，其實是非常具有爭議。尤

其人文社會科學必須考量本身社會文化脈絡與思想論述多元化本質，不能像

理工科較能採用所謂國際標準的單一指標來評量。用SCI 、SSCI與A&HCI作為

評量人文與社會科學的核心指標，只會讓台灣加速成為西方學術代工，壓抑

這群學術工作者的奔放思想與獨特創由此可知，人文社會學科比自然科學更

仰賴圖書之出版。除此之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也因考量到大眾閱讀的廣泛

性及各學門特性之多元，出版種類也比自然科學領域來的多元。因此，如果

大專院校教師的所有學術評鑑指標，都比照自然科學領域之遊戲規則，將出

版焦點完全放在「期刊論文」此單一標準上，那麼不僅日後所有研究將無法

看出該教師之社會影響力與研究特性，亦將遺漏許多非期刊讀者，而這些群

體仍占不少比例，且可能是具社會影響力之閱聽人。另一方面，圖書出版的

時間遠比論文產出時間來得長，若單只以期刊論文篇數作為學術評鑑的主要

指標，將產生更多的不公與誤差。 

在政大除文學院、外語學院將「專書」之積分與期刊論文之積分做明顯

的區隔外，其他如：理學院、商學院、國際事務學院、教育學院等，專書與

期刊的積分相近，上述這些學院仍以期刊論文作為人文社會科學之重要核心

指標。由此可見，從政大院級到校方在擬訂各項獎補助及績效評鑑標準上發

現，似乎未能適時對當前台灣高教之評鑑政策提出反思與建言，並且受制於

政府經費分配之權威。至於在維繫政大向來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學術出版

慣常以「圖書」為主之大學特質與學術傳統上，反而有所忽略！ 

 

2. 出版之語言獨尊英語，忽略本土及區域性語言 

在英語為世界主要溝通語言的情況下，個人研究成果要具國際能見度，

基本要件需以英語出版。然而，人文社會研究較自然科學研究而言，其所關

注之研究主題更具有本土文化之社會脈絡性。因此，各國人文社會學者，針

對該國相關問題進行研究及提出建議時，大多會選擇以最符合該國社會文化

脈絡與思考的語言，做為出版或發表的工具。然而，SSCI、SCI(E)、A＆HCI

及 EI資料庫收錄之期刊論文大都是以英文為主，黃厚銘（2003）就曾指出：

「在九十六個列入 SSCI的社會學類刊物當中，美國出版的刊物就佔了 45份，

英國佔了 27 份，而德國與法國則分別只佔了 4 份與 2份（引自陳伯彰，2005），

http://www.ireg-observatory.org/
http://www.ireg-observatory.org/
http://www.ireg-observator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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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遑論東方語文所佔之比例。對於重視區域性及本土議題之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者而言，不僅其所能發表之期刊種類有限，其所關心之議題也較不易被收

錄於 SSCI、SCI(E)、A＆HCI及 EI期刊之中。因此，大為降低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者投稿 SSCI、SCI期刊之意願，相對的也減少投稿之數量。 

    為此，本文歸納政大研發處歷年來各項獎補助獲獎紀錄，及研究領域分

佈，以「91-96 學年度學術研究成果國際化優等獎」
1
為例（見下圖 1-1），自

91學年度起，由於 SSCI、SCI(E)、A＆HCI及 EI之政策符合該領域慣用之評

鑑標準，理學院之研究成果國際化優等獎獲獎數量，五年內自 12例遽增至

65例。而商學院則是從 91學年度的 27例，增加至 96學年度的 58 例。可知

鼓勵教師投稿 SSCI、SCI(E)、A＆HCI及 EI期刊之政策，對於少數學院已經

奏效。然而值得關注的是，其他學院如：文學院、外語學院、傳播學院之國

際化研究獲獎之數量，卻沒有顯著提升，不僅在研究國際化上，在歷年學術

研究獎獲獎領域之分佈等方面（見圖 1-2），文學院及外語學院在數量上並無

顯著的增加。如此結果是否說明了：校內各項獎補助標準僅能提升少數幾個

適合在 SSCI、SCI(E)、A＆HCI及 EI期刊發表的學院研究量，而非全面提升

全校所有人文社會學科教師之總體研究能量。從上述資料所顯示出的學院差

異，一味強調 SSCI的結果，學術資源階層化及獨尊英語的宰制現象，自然充

斥於校園各角落；未能適用此套評鑑標準的教師同仁，其挫折與無奈之情自

不可言喻。 

 

91-96學年度學術研究成果國際化優等獎

0

50

100

學年度

案
件

數

理學院

社科院

商學院

外語學院

傳播學院

國際事務

國研中心

文學院

教育學院

選研中心

理學院 12 17 20 31 65

社科院 10 9 20 29 25

商學院 27 30 31 68 58

91學年 92學年 93學年 95學年 96學年

 
圖 1-1 「91-96學年度學術研究成果國際化優等獎」研究領域分佈及案件數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1
 各學年度請加 1911 即為西元的年代，如 91-96 學年度即表示 2002-2007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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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7學年度學術研究獎領域分佈圖

16%

18%

31%

8%

6%

2%

3%

6%

2%

8%
理學院

社科院

商學院

外語學院

傳播學院

國際事務

國研中心

文學院

教育學院

選研中心
 

圖 1-2 「95-97學年度學術研究獎」研究領域分佈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參、他山之石：國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之評鑑方式 

承襲前述之論點，正因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兩者所存之懸殊差異，在學

術評鑑上，自應有不同的考量，主管單位更不宜套用自然科學的標準於人文社會

領域。接著，本研究將介紹幾個外國政府與學術機構針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所建

立之評鑑模式，以供參考： 

（一）英國學術評鑑系統（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RAE） 

     英國「學術評鑑系統」（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RAE）又稱英國

研究評鑑作業，規定凡接受政府補助的高等教育機構，必須無條件提出本身研究

活動資料，送交同行專家進行審查和評定績效（王如哲，2008）。RAE也將據此

提供政府有關各大學經費分配之參考建議。具體來說，RAE之評鑑作業乃採「不

同領域」之專家評鑑方式。評鑑成績等級自同年起從五級分改為七級分(詳如表

1-1)，主要根據不同領域之特性，給予不同等級之評比。值得一提的是，RAE對

於送審研究作品之形式並無硬性規定，因此各種形式之產出，例如：電子媒體或

其他非學術性媒體之出版品，其評分比重皆相同。換言之，其評鑑過程中所呈現

的乃是一種充滿「多元評鑑標準並呈」的特性。除此之外，為了尊重不同科學之

個別屬性，RAE各領域評鑑委員亦得以「討論方式」來決定該學科出版品種類之

優先順序。  

表 1-1 RAE成績等級定義對照表 

得分等級 說                      明 

5* 大多數的研究活動所屬領域之研究品質，平均已達國際水準，以

及所有其他方面已達國家水準。 

5 有一些研究活動所屬領域之研究品質，平均已達國際水準，以及

所有其他方面已達國家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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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有活動所屬領域之研究品質，平均已達國家水準，並有證據顯

示其中也有部份已達國際水準。 

3a 相當多的研究活動所屬領域之研究品質，平均已達國家水準，或

有一些已達國際水準，以及其他已達國家水準，且兩者合起來已

佔多數。 

3b 大多數的研究活動所屬領域之研究品質，平均已達國家水準 

2 有半數的研究活動所屬領域之研究品質，平均已達國家水準 

1 沒有研究活動所屬領域之研究品質，平均已達國家水準 

資料來源：王如哲（2008）。國際大學研究績效評鑑（頁 40）。台北：高教評鑑

中心基金會。 

 

(二)  美國藝術人文科學院之人文指標（Humanities Indicator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AAAS） 

        John Adams等學者於 1780年創立「美國藝術人文科學院」，學院

包含：藝術、商業與公共事務等領域。其成立之宗旨有四：(1)透過分析與批判

社會議題，藉以促進研究與政策實務之互動；(2)促進公共協議，透過各種研討

會與持不同觀點之研究者交換意見。(3)透過訪問學者（Visiting Scholars）與

赫爾曼獎助（Hellman Fellowship） 兩種支助項目，引導新一代學者，並促進

雙方交流。(4)拔擢傑出學者成為其院士，以達成引領「藝術、人文與科學研究

趨勢」之最終目的。2009年 1月 7日，AAAS首度公布藝術人文科學指標，涵蓋

五大方向，分別為：(1)中小學教育（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2)大學與研究所教育（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Education）、(3)人文學

科就業力（The Humanities Workforce）、(4)人文學科研究與經費支助

（Humanities Funding and Research）、(5) 人文學科與美國人日常生活中的關

係（The Humanities in American Life）等方面之影響。其中，「人文學科就業

力」指標主要考量人文教育內涵與特性之變化，以及人文科系學生之未來出路。

目前，該指標已獲哥倫比亞大學、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

和賓州大學等知名學府之認可（張曉菁，2009）。總之，此項指標是以美國人文

教育之發展為考慮主軸，將有助於提供我國人文社會領域大學之學術評鑑參考。 

 

（三）澳洲國家研究績效評鑑-「高等教育研究資料庫」 

      澳洲國家研究績效評鑑主要公佈兩項研究產出，分別為：「研究和研究訓

練管理報告」（Research and Research Training Management Reports,簡稱

PRTMRs）以及「高等教育研究資料庫」（王如哲，2008）。本研究為突顯人文社會

科學相關評鑑指標之特性，故只討論後者。 

      澳洲高等教育資料庫之設置乃是根據 1999年，政府引進新的高教撥款支

助機制而來（王如哲，2008）。此一資料庫目的在於蒐集與統整各大學提交至「教

育科學和訓練部」之「整體研究收入來源」以及「研究出版類型」兩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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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gbloed, et.al., 2005）。其中，研究出版的部份主要分為四類（詳表 1-2）。

經過作者針對四類分類表及其相對權重之整理分析發現：澳洲國家研究績效評鑑

較重視研究者之專書著作，而非期刊論文。此結果同樣符合前述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產出重視專書之特性。唯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指標較為不同的地方是，此一分

類在研討會論文之品質上要求較為嚴格。 

 

表 1-2 澳洲高等教育資料庫研究出版分類及權重 

項目 內容 權重 

1 專書（作者之研究性論述） 5 

2 專書專章 2 

3 學術審查期刊之文章 2 

4 全文發表之研討會論文 

（收錄於具審查制度之論文集） 

1 

資料來源：王如哲（2008）。國際大學研究績效評鑑（頁 96）。台北：高教評鑑

中心基金會。 

 

（四） 義大利 Naples Federico II大學人文社會學者之學術評鑑指標 

        義大利Naples Federico II 大學（以下簡稱UFII），依據不同學門特性，

將評鑑指標分為兩大部份：(1) 適用於「技術科技導向」（technical-scientific）

之學科，亦即適合以SCI等期刊論文作為學術成就評鑑主軸之領域（the SCI 

sub-area）。(2) 適用於「藝術人文領域」，如建築、經濟、法律等學科

（Carotenuto,et,al., 2001）。這兩部份之評鑑指標又是由兩個次要指標所組

成，分別為：(1)個人研究產出，以及(2)系所相關之研究活動。前者主要是針對

研究者個人學術產出之評鑑，如：專書、期刊論文，以及會議論文等。至於教師

所主持之相關研究計畫，以及擔任學術期刊編輯等，則屬於後者。 

由下表(1-3) 可知，UFII 在藝術人文部份包含18個指標。其中，教師專書之

比重明顯高於期刊論文數量之比重，顯示UFII學術評鑑指標考量：「人文社會科

學特殊性」中，研究產出是以「圖書」為主之特性。除此之外，此套評鑑指標的

另一特點便是：「發表於國際與國內期刊、研討會之得分差距並不大」，顯示此份

評鑑指標亦同時關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產出具「地域文化」之特性，因此，並不

會特別拉抬國際期刊或國際研討會發表之論文得分。 

 

表1-3 UFII學術評鑑指標「人文社會科學」適用部份 

指數 內容 得分 

C1 發表於國際期刊之論文或文章 12 

C2 發表於國內期刊之論文或文章 10 

C
3
 發表於其他期刊之論文或文章 5 

C4 專書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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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書評及各種註解 1 

C
6
 教科書之評論 12 

C7 國際研討會發表（已出版） 5 

C8 國內研討會發表（已出版） 4 

C
9
 專書之編輯 10 

C10 會議論文之編輯 5 

C
11
 擔任科學性評論與論文集之主編 10 

C12 擔任科學性評論與論文集之編輯小組成員 5 

C13 發表於系所出版之期刊 8 

C
14
 參與國內或國際型計畫 8 

C15 參與科學性委員會 8 

C
16
 指導博士班學生 0.5 

C
17
 指導博士後研究生 1 

C18 其他表現 5 

資料來源：Gianfranco C., Mariagloria L., Giuseppe Z., Alberto D. D., and 

Luigi N.(2001). Evaluating Research Performance: the Strategy 

of the University of Naples Federico II (Italy). Higher 

Education Policy,14, 84. 

 

    因此，總結前述四項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相關評鑑指標之內容可知，國外人文

社會科學領域研究之評鑑主要有以下幾個特色： 

1. 重視「專書」在人文社會科學之重要性與特殊地位。 

2. 能夠考量人文社會科學具社會文化脈絡，因此並不特別強調人文社會科

學領域學者應以何種國際語言發表，亦不以此作為主要發表之積分考核。 

3. 評鑑過程中，除了考量作者本身之研究產出量與品質外，更同時考量其

指導學生之未來發展性。 

4. 能考量社會科學領域之研究必須具備知識傳遞之社會功能，故亦將許多

非學術性質之研究產出，列入評鑑指標中。 

 

    由上述的國際人文社會科學評鑑指標，來反思台灣教育部、國科會甚至政大

等高等學府所推行之評鑑指標發現：目前台灣這套學術評鑑系統，不僅嚴重忽略

人文社會科學之特殊性，未能真正達到鼓勵大學教師發揮研究能量之美意，反而

降低了許多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之發表意願與研究產出。 

 

伍、建構政大人文社會科學評鑑指標 

Gianfranco 等學者(2001)曾指出，實際上並不存在任何一個成功的評鑑方

程式，因為任何評鑑模式，都存有不足之處。且國外越來越多的學術社群，早已

摒棄使用SCI/SSCI期刊論文之篇數，當作學術評鑑指標的作法（葉乃靜，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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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主管單位應參考這些先進國家的作法，改善並重新設計其高教學術評鑑之指

標。 

以中國大陸為例，其教育部高等教育評估中心所承辦之高校評估，區分為兩

種類型：「院校評估」與「專業評估」。其中，「院校評估」指的是：普通高校本

科 (大學部) 教學評估、高職高專教學評估、獨立學院教學評估、獨立設置的成

人高校教學評估、中央電大教學評估、民辦高等教育機構教學評估、中外合作辦

學機構教學等多種機構評估。而「專業評估」則是以「學科」為單位，共分為：

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管理

學等11個學門；再依各校之發展方向與特色進行評比排名（楊瑩，2009）。可知

中國大陸整體高教評估制度雖不盡完善，但卻能逐漸邁向「多元化」之評鑑模式，

將各學科學門依其「特質」進行有效之評估。 

而在台灣方面，以中山大學及新竹教育大學為例；中山大學在「通識教育中

心教師評鑑實施要點」中，已針對「人文與社會科學教育組」與「自然與應用科

學教育組」之教師，分開進行評鑑，充分考量「不以相同標準，評量理工與人文

社會教師」之研究表現。另外，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在其「系所學術發展及研究

成果獎勵要點」中，則是將教師學術發展及研究成果指標區分為五級，其中

列屬第一級評鑑指標、可獲得50分之項目，除了包含既有的SCI、SSCI、EI、AHCI

或TSSCI之論文發表篇數之外，亦包含：「於國際性展場舉辦個人展演、受邀於國

際性知名音樂會或藝術節演出場地之個人或團體演出」、「參加國際性比賽獲前三

名」以及「受邀於國際學術研討會大會專題演講者(keynote speaker)」三項指

標。而列屬第二級之評鑑指標（積分為30分）之項目，則包含：「主辦國際性學

術研討會（至少有三個國家或地區參與）」以及「教師策劃全國性藝術展覽/演

出」。第三級指標（20分），則同時包括：「執行各項民間機構委託之產學合作計

畫」、「系所邀請駐校藝術家、作家等」、「系所邀請海外學者專家至本校短期講學

或研究」以及「系所辦理交換學生或薦送學生出國短期研修」。而第四級指標則

是與傳統期刊論文相同，教師每發表一篇符合第四級指標之研究成果，每篇10

分。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最後之第五級指標（5分）亦包括：「教師接待國外來

訪學者」一項。由此可知，該校學術成果獎勵之評鑑指標，已能考量藝術人文與

社會科學研究產出之多元性，不只考量教師之學術著作，更加入了藝術創作之評

量指標等。此外，由上述各項指標中，亦可明確評量該教師之學術「國際化」程

度與社會影響力，而不單只是其期刊論文著作語言上之「英語化」而已。 

有鑑於上述之各種研究發現，本研究擬建議，政大應以建立「多元之評鑑指

標」，作為提升整體學術水準之目標。以下提出幾點建議： 

 

（一）宜以「學科學門」作為評鑑標準 

        江宜樺（2005）即主張：學校評鑑比系所評鑑更加複雜，「專業」與「全

面」之間並非「加總」與「化約」的關係，故比較穩當的作法是將學校依幾個主

要「學門」或「領域」分別評比，而非籠統將所有學術成果數目相加總合。楊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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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國賜、侯永琪（2007）在針對「95學年度大專院校系所評鑑後設評鑑研究報

告」中亦建議，未來大學評鑑應以「系所」單位來考慮，而非以學校為單位。陳

弱水（2007）同時建議，各學科應依照本身之情況，建立「符合學科特性」之評

鑑指標。周祝瑛（2009）亦主張，應鼓勵「多種不同性質的評鑑標準與獎勵措施」，

讓各學門與跨學門進行本身評鑑標準之認定。從前述所之義大利 UFII大學人文

社會學者學術評鑑指標、英國學術評鑑系統（RAE）來看，都是依據不同學門特

性，給予不同向度之評比。因此建議，未來在學術評鑑標準上，應給予各學科學

門彈性，讓各學院有權決定各學院最重要之研究產出形式，以及符合各學院特色

之學術評鑑指標。 

 

（二） 評鑑方式宜採多元形式 

筆者（2009）曾建議學術評鑑應尊重「文、理」之別，以「國內外專家與同

儕審查」代替以 SSCI等為主的標準，回歸學術中「創新、尊重與多元」的特色。

黃慕萱（2007）在一項針對經濟與社會學門學術評鑑指標之研究中便指出，學界

中經常採取憑個人專業認知的「同儕評鑑」（又稱專家評鑑），其作法因很難避

免主觀成分而未受到很高的評價。然而，包含前述提到之英國 RAE評鑑在內，國

際上大多數的學術社群仍然普遍認為：學術評鑑結果最後如果沒有依據專家之判

斷，其可靠性將備受質疑。因此，無論是新進教師的聘用、升等抑或是傑出獎項

之評選等，仍應交由專家成立小組進行審查。楊瑩等（2007）更指出，除了應該

採用同儕評鑑之制度外，更應進一步建立評鑑委員之認證制度，且應於評鑑後公

開評委名單，以昭公信。 

此外，教師之學術評鑑理應採公平、公開之同儕審查方式；同時，依據不同

學科領域之特質，遴選各領域之專家學者，進一步建立評鑑委員制度。而非如當

前的大學評鑑是採共同專家學者審查，不僅無法顯示各學科學門領域之特色，亦

難以有效評鑑出符合該學術領域之水準。 

 

(三)  改善期刊審查與期刊評比方式 

以目前台灣學術生態中所存在之另一個學術評鑑問題，便是「期刊論文審 

查」與「TSSCI期刊評比」。許多學者都指出（黃毅志、洪聰敏、黃慕萱、鄭燿

男，2008；黃毅志、曾世杰，2008），台灣目前學術期刊論文之審查委員，大都

由優良研究者所組成，文章刊登與否多數為集體決議，常見的編輯決策方式是將

投稿稿件委由某一編委擔任責任編輯，由其推薦兩位教授負責評審，並督促完成

文章的審查與修改，最後再由責編在編委會裡提出報告，由編委會集體做出通過

與否之決定。在這些看似嚴謹的學術審查過程，卻容易出現：退稿原因不明以及

建議修改方向不清等「惡質退稿」問題。 

    另一方面，「TSSCI期刊評比」亦是問題重重。以教育學門為例，黃毅志等

人（2003）便指出，台灣 TSSCI期刊評比的結果，大多是由專業期刊拔得頭籌，

相對的許多師院學報則紛紛被迫退出 TSSCI期刊資料庫，嚴重影響教育界的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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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因此，期刊論文審查與期刊評比過程之公開、透明，亦是未來所需努力之

方向。有鑑於此，未來宜打破「高退稿率＝高品質」的迷思（黃毅志、曾世杰，

2008），加強論文審查效能，同時仿照國科會建立申訴機制，藉以提升本校之學

術品質。 

 

(四)  評鑑內容宜多樣 

      Daniel and Fisch（1990）指出，除了研究產出之外，個人所獲得之獎項、

榮譽學位、頭銜、被邀請至國內外會議發表演說或專業團體成員等，也應被視為

具有學術成就之意義。 

此外，國際上已有愈來愈多的學者質疑，根據「影響指數」（impact 

factors）的高低，決定某一期刊學術地位之標準是否妥當的問題（Seglen, 1997; 

Coleman, 1999; Water, et al., 2003）。如同前述人文社會科學之社會知識傳

播責任，人文社會領域教師之「社會影響力」（social impact）也應列入學術

評鑑指標之中。其中值得參考的作法之一可從教師是否願意「開放」其研究成果

為出發點(open access)，以「教師於該校線上學術典藏」、「教師於 Airiti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整合 CEPS思博網及 CETD中文電子學位論文服務整合查詢入口）

搜尋之文章篇數，及「引用次數」以及「Google scholar搜尋之學術或社論文

章筆數」等指標，來瞭解教師之社會影響力。 

其中，所謂「機構典藏」（institute repository）指的是機構將其內部成

員之研究產出，以「數位」(digital)方式進行典藏，並進一步「開放校內師生

取用」（羅靜純、黃鴻珠，2005）。如同何萬順（2009）在一項針對「國立大學教

師強制參與機構典藏之可行性探討」中，便明白指出：許多實證研究證明，隨著

網際網路日趨成熟，在網路上提供全文開放取用的文章所造成的影響力與其引用

率，將逐漸提升。由此可見，教師學術作品之數位點藏數量，將是未來可以用來

評鑑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社會影響力之重要方式之一。 

 

（五）加強評鑑結果應用之公平性 

因遵循教育部與國科會等相關部會的規定，政大早已出現過度倚賴「以

SCI、SSCI、A＆HCI等作為學術評鑑核心依據」的現象，舉凡「教師基本績效評

量辦法」、「教師升等辦法」、「獎勵學術著作及出版辦法」與「教師獎勵辦法」，

再加上國科會研究計畫之申請、系所學術研究成果評比等，莫不以 SCI、SSCI、

A＆HCI等論文數量來認定，且出現「贏者全拿」的重複計算方式，宜加以重新

檢討。 

 

陸、結論與建議 

如同葉啟政（2004）對當前高等教育模糊了大學教師傳道、授業與解惑，以

及為了個人學術研究，而忽略本身所應承擔之社會責任等批評，認為現今高等教

育學術評鑑造成國內整個學術界「缺乏社會現實感」的嚴重問題。台灣人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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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科界引進以 SSCI 等期刊資料庫作為學術評比依據的制度，帶來所

謂「提升學術水準、追求卓越與推動國際化」的假象，無疑是一種近乎

以揠苗助長的操作與急功好利之作為，其影響難以估計。目前教育當局關

於學術評鑑的諸項政策，過於迷信量化、忽略長遠的學術發展。雖然人文社會學

界對此政策方向批評不斷，但政府單位等主事者依然以「國際潮流如此」做回應

（江宜樺，2005）。在盲目追隨之後，不僅無法呈現本土人文社會學術工作成果

之特色，而且從根本處扭曲學術工作的意義，其遺害之大，遠非學術論文數目倍

增所能彌補。 

 

最後，為了激起更多具社會良知與責任之學者，能夠正視當前此套評鑑制度

對於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發展之重大影響，進而共思解決之道，以創造一個健康、

優質、自由、且具創造力之學術研究環境，特提出以下改進建議： 

 

(一)  各項獎補助與國科會計畫之申請，維持匿名審查方式，除了採用同儕評

鑑之制度外，更進一步建立評鑑委員之認證制度，並考慮評鑑後是否公開

評委名單，以建立一套學術審查的專業倫理與規範。此外，基於教師本身

對於其研究之瞭解，以及學者之道德良知，能自行勾選並提供其認為最具

代表性之作品一至三種（數量及作品形式可由各院自行商議）送審。送審

作品形式與出版年代不拘 。對於現階段之五年內出版規定，是否適用於

人文社會學者，不無疑議，必須重新檢討。至於送審作品是否屬於SCI、

SSCI、A＆HCI期刊資料庫之論文，則不再予以特別強調。 

 

(二)  對於「教師基本績效評量」及「教師升等」，應考量兩者之評鑑目標並

不僅止於教師之研究產出，還應包含教師平日之教學與服務等項目。目前

政大各院之教師研究、教學與服務比重仍以「7：2：1」或「6：3：1」為

評量的比例，實有改進之必要。「研究」與「教育」同樣重要，部份教師

尚須肩負之行政職務，更是大專院校行政運行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因此，

建議日後「研究、教學與服務」之比例，可考慮教師本身之特性，自行選

擇被評鑑之比重。尤其對於兼有行政職務或其他服務經歷者，其服務比重

可提高。如此不僅能凸顯教師之不同特色，同時鼓勵研究、教學，甚至兼

任行政而表現卓越之大學教師，有助於提升整體士氣。 

 

(三)  至於對新進教師的學術表現，支持與鼓勵應大於學術評鑑所帶來之懲罰

或約束效應。因此，為鼓勵新進教師提升其學術研究能量與品質，新進人

員之學術評鑑之間隔應至少在三年以上。在現階段各公立大學聘用條約的

六年條款限制下，太過密集的要求繳交以論文發表為主的評鑑報告，只會

讓評鑑流於形式，產生數量多卻意義有限之作品。 

 

註解 [怡小伶2]: 目前並沒有統一的

法源依據，而是各大學紛紛自訂「六

年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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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綜合各家說法（Arreola, 2000, 2007; Seldin , 2006; 彭森明, 2006; 

洪雅琪, 2009），擬為政大建構出以下八類適合人文社會科學之學術評鑑項目

（詳表1-4），其中各類指標之權重，建議交由各學門自行決定，故不在此加以

計算。 

 

表1-4 政大人文社會科學指標項目表 

 

指標向度 

指

數 
指標內容 

1.期刊 1-1 具外審制度之期刊發表論文之總篇數（國際/國內） 

1-2 擔任專業期刊的主編及審查委員（國際/國內） 

1-3 一般期刊（無外審）發表之論文總篇數（國際/國內） 

1-4 系所出版之期刊發表之論文總篇數 

2.專書 2-1 學術專書數量 

2-2 創造性專書數量（學術/非學術） 

2-3 專書中篇章著作數量 

2-4 圖書(包括教科書) 撰寫與編輯 

3.會議論文 

 會議參與 

3-1 專業研討會上發表之論文篇數（國內/國際） 

3-2 已出版的國內會議報告 

3-3 已出版的國際會議報告 

3-4 會議論文編輯（國內 / 國際） 

4.專案計畫 4-1 國家級計畫主持人（教育部/國科會/其他國家級單位） 

4-2 國際級計畫主持人 

4-3 研究計畫數量（國內 / 國際）-學術機構 

4-4 民間機構補助之研究計畫數量（國內/國際）-非學術機構 

5.公開評論 5-1 書評及各種註解 

5-2 教科書評論 

5-3 報章雜誌發表之社論或文章篇數 

6.聲譽指數 6-1 參與學術委員會之數量 

6-2 獲得之國際獎項及獎助 

6-3 獲得之國家級獎項及獎助 

6-4 參與專業社群或擔任專業社群之領導者 

6-5 獲邀發表演說、表演或參與展覽 

6-6 獲邀擔任國外知名大學之訪問學者 

6-7 獲邀擔任國內、外知名大學之講座教授、客座教授 

7.線上作品/ 

  引用數 

7-1 Google scholar搜尋之學術或社論文章筆數 

7-2 教師於所屬學校線上學術典藏（open access）之數量 

7-3 教師於Airitilibrary華藝線上圖書館（CEPS及CETD）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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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篇數及引用次數 

8.其他 8-1 專業領域課程教材之研發與設計 

8-2 指導碩博士研究生數量 

8-3 指導碩博士研究生之生涯發展與就業情況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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