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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全球化及社會多元化時代演進，教育政策制定與實際執行過程中需要多方利

益人事參與，才能兼顧各方觀點，如何兼顧教育專業與社會參與，成為研擬教育相關

政策不容忽視的一環。因此這種在公共政策或政治科學領域探究國家機關（State）推

動公共政策時，越來越依靠政策利害關係者的合作，結合與動員原本分散的社會資源，

希望能在和諧穩定與持續關係的集體行動過程中，解決政策制定與執行的問題，被稱

之為「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劉宜君，2002）。簡單說，就是如何進行教育議

題跨部門的協作，例如研究者曾以法國 2016 年中小學課綱制定過程的公共參與機制

為例，進行討論（李森永，2018）。 

  本文借用上述政策網絡的概念，來討論各國如何在制定教育政策過程中，因應議

題及政策生態之差異，而設計各種教育議題跨部門協作的策略模式為主軸進行探究。

本文以下將依序介紹日本公立中小學「營運協議會制度」、韓國「次代 531 教育改革」、

馬來西亞「國家級跨部門技職教育委員會」以及瑞典「高等教育、研究及創新國際化

平臺」。而在章節安排上，本文將依序從前述組織之一、成立背景；二、組織任務及目

標；以及三、發展歷程及其優缺點等三方面分別討論。最後本文歸納上述國家及其案

例之特色，可稱之為建構教育政策網絡，促進跨領域對話。 

貳、建構教育政策網絡的背景 

一、日本公立中小學的「營運協議會制度」 

  日本公立中小學「學校營運協議會制度」係為建立社區居民、家長等共同參與學

校營運而建立之制度，於 2004 年開始法制化後推動（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2020）。

社區學校（Community School，學校營運協議會制度），是根據日本「地教行法（全銜

名稱：地方教育行政組織及運營相關法律）」第 47 條第 6 項規定，由學校、學生家長

及當地居民們共同商議，向學校表達校務營運建議，達到共同參與、共同支援孩童們

成長的一項制度（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2017）。 

  社區學校設有「學校營運協議會」，由學生家長及當地居民所組成。負責認可學校

營運基本方針，並對教育活動提出建議（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2017）。 

二、韓國政府啟動「次代 531教育改革」 



  本月起，在韓國國務總理直屬經濟人文社會研究院、韓國教育開發院、韓國職業

能力開發院、韓國勞動研究院主導下，「大韓民國教育體系全面轉換方案」共同研究將

正式起步，旨在實現創新型包容性教育。 

  透過本次改革，將提出未來 25 年的中長期創新路線圖。政策發表將分成三階段

進行：2022 年將發表短期政策，其後於 2023-2027 年發表中期政策，最後於 2024 年

發表長期政策（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2020）。 

  韓國的次代 531 教育改革目的在於檢討過去 531 教改（只是一味想克服追求壓縮

式成長的發展國家之教育模式）存在侷限的問題，進一步尋求有價值的觀點來樹立未

來教育的藍圖及戰略，以實現創新型包容性教育的未來教育。 

  研究團隊指出，531 教育改革中存在：一、過度競爭的入學考試教育降低了學生

的創意性等進階思考能力；二、對學習的熱愛與好奇心減弱；第三、助長課外教育所

造成的教育階層固化等新自由主義教育政策方面之問題。 

  與此同時，研究團隊還說明了本次共同研究的背景，指出：為了實現創新與融合

教育，必須要化競爭為合作、化個人的創意為團體的創意、並讓原先相互分離的學校

與社會轉換為共生的學習生態界。 

  韓國政府即將推動「次代 531 教育改革」，邁入解放一百週年的韓國教育模式將

全新改版。1995 年發表 531 教育改革後，時隔 25 年再度重啟融合時代精神的教育體

系改革。 

  531 教育改革是金泳三政府時期首次推動的大規模韓國教育改革計畫，時至今日

一直是韓國教育的主軸（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2020）。 

三、馬來西亞設立「國家級跨部門技職教育委員會」 

  根據馬來西亞星洲日報 2021 年 2 月 13 日的報導，馬來西亞高等教育部部長拿督

諾萊妮於 2 月 12 日發布臉書貼文表示，馬國政府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已經在 2 月 11 日

主持的一場線上會議中表示，將同意高教部成立一個跨部門的國家技職教育與培訓委

員會（National TVET Council，簡稱 MTVET），以統一整合及改善馬來西亞當地的技

職教育系統。根據報導，該國家技職教育與培訓委員會（MTVET）共有三個級別的行

政架構，即為由首相丹斯里慕尤丁領導的國家技職教育與培訓委員會、由高教部部長

及人力資源部部長共同領導的國家技職教育委員會的執行委員會，以及由高教部秘書

長領導的技職教育焦點小組，共同推動改善整合技職培訓系統的工作（駐馬來西亞代

表處教育組，2021）。 

  高等教育部部長拿督諾萊妮部長表示，該委員會除了有多個部門如人力資源部、



教育部、鄉村發展部、青年及體育部、工程部、農業及食物工業部、企業及合作社發

展部等組成，其成員還包括各領域的專業人士及學術代表。這些作為策略合作夥伴的

專業人士及學術界成員可以提供最新的業內數據、研究、專業知識及技術等，以便政

策制定者及技職教育從業者能及時受惠。部長寄望這項跨部門的策略合作能在各領域

人士的參與及支持下持續進行，以確保當地的教育機構能有效的規劃及培訓具有市場

競爭力及滿足業內所需求的知識及專業技能的優秀學生（駐馬來西亞代表處教育組，

2021）。 

四、瑞典建置「高等教育、研究及創新國際化平臺」 

  瑞典高等教育委員會倡議將與瑞典研究委員會及瑞典創新局共同建置一個國際

化平臺來取代現行的國際化論壇，以協調影響高等教育、研究及創新間國際化的問題，

建立長期穩定結構。 

  該倡議於 2018 年國際化調查報告「提升瑞典為知識國的吸引力」中首度提出，

並在政府的研究白皮書中提議於 2022 至 2024 年間每年編列 300 萬瑞典克朗（約合 35

萬美元）預算支應。瑞典高等教育委員會已成立專案小組與公部門和其他高等教育國

際化領域相關單位進行多次會議（駐瑞典代表處教育組，2021）。 

  現有的國際化論壇於 2008 年成立，參與國際化論壇的政府機構除瑞典高等教育

委員會外還有：瑞典大學協會、瑞典移民局、瑞典國際發展合作署、瑞典學院、瑞典

學生學習補助貸款委員會、瑞典高等教育局、瑞典全國學生聯盟、瑞典研究和高等教

育國際合作基金會、法務部、企業和創新部、外交部以及教育暨研究部。該論壇作為

一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資訊平臺發揮著重要的協調功能，但隨著問題越來越多、越來越

複雜，希望加強國際化協調功能建置國際化平臺的呼聲也越來越高（駐瑞典代表處教

育組，2021）。 

  Agneta Bladh 是 2018 年政府的國際化專案調查委員，2019 年開始規劃，致力於

高等教育、研究和創新問題的國際化，消除高等教育國際化障礙。她表示：「瑞典政府

從 2018 年開始逐步接受國際化調查的建議，這是正向積極的。而開發國際化平臺則

是幾項建議之一。與之前的論壇相比，這個新平臺的挑戰在於該平臺將涵蓋教育和研

究。希望對這個平臺的授權將更有效力，而不僅僅是一個討論俱樂部。這也是首次嘗

試在歐洲研究區和歐洲教育區之間尋找連結，更擴大該平臺的任務範圍至歐洲以外地

區。與許多國家一樣，瑞典在教育和研究方面擁有強大的獨立支柱。」（駐瑞典代表處

教育組，2021）。 

參、促進教育政策網絡的做法 



一、日本公立中小學的「營運協議會制度」 

  日本公立中小學「學校營運協議會制度」係為建立社區居民、家長等共同參與學

校營運而建立之制度，於 2004 年開始法制化後推動。依相關法令，該協議會主要有

以下任務： 

（一）校長擬定之學校營運基本方針，須經學校營運協議會之認可； 

（二）教育委員會及校長得於協議會陳述意見； 

（三）關於學校教職員之任用，協議會得依據教職員任用之相關規定向教育委員會表

達意見（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2020）。 

  基此，可將學生家長及當地居民的建議實際反映至學校營運方針上，且各方透過

己力改善學校的教育環境，進而提高自我意識，達到「與地域共創學校獨特性」的持

續效果。因此，社區學校可說是一項「區域共創學校教育環境」的有效制度（駐日本

代表處教育組，2017）。 

二、韓國政府啟動「次代 531教育改革」 

  韓國為了走向 21 世紀創新型融合社會，亟需以「創新、融合、民主」等核心價值

為基礎，樹立未來展望與教育改革方案。 

  教育體系全面轉換方案共同研究將以教育課程、教師人事、教育財政、教育福利、

教育資訊化、高等教育、終生教育等七大核心領域為軸心，針對教育政策展開趨勢變

化分析。 

  具體戰略內容包含：推動國中小教育創新以培養未來核心能力、大學教育體系與

高等教育規劃的改制、建立學以致用的終生學習體系、打造學習型社會以推動生涯週

期型學習體系、建立融合大學、社會與產業界的地區學習生態界。 

  為此，研究團隊將先分析 531 教改之教育政策成果與限制，並透過大數據分析提

出未來韓國教育藍圖與戰略，以融入 21 世紀時代精神的教育展望與戰略為基礎，提

出能培養創意問題解決力等未來核心能力的創新教育方案。本次研究將從 2020 年四

月開始，預計於 2021 年 8 月公布最終報告結果（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2020）。 

三、馬來西亞設立「國家級跨部門技職教育委員會」 

  馬國的技職教育並非由教育部或高教部直接全方位管理，而是視該領域的屬性及

發展由不同部門共同管理。因此，成立該理事會共有 3 大策略重點，即整合及協調行

政管理、積極推動業界的技職教育和培訓以及確定技職教育和培訓的未來方向。為配

合這 3 項策略重點及其 12 項策略，該委員會提出了 6 大主要措施，即制定可持續的

融資計畫、制定能鼓勵各領域人士參與的政策、建立國家技職教育及培訓的品牌計畫、



建立技職教育及培訓合作中心、制定統一技職教育及培訓課程的政策以及開發技職教

育及培訓的大數據庫等，後續將繼續發展執行計畫以茲落實各項措施（駐馬來西亞代

表處教育組，2021）。 

四、瑞典建置「高等教育、研究及創新國際化平臺」 

  上述瑞典建置之國際化平臺，其新的國際化目標、參與組織及協調事項摘要如下： 

（一）目標 

  大學國際化應納入國家層面的所有相關政策，政府須依高等教育機構需求調整協

助，關鍵在於： 

1.協調：在全國範圍內改善協調是高等教育機構有效性的關鍵。 

2.整合：必須將國際化納入國家層面和高等教育機構的活動中。 

（二）參與組織 

  以中央政府為核心，其他機構則為： 

1.資助研究的權責機構（例如：瑞典研究委員會、瑞典國際發展合作署、瑞典創新局、

瑞典健康、工作生活和福利研究委員會、環境、地區產業和社區發展研究委員會、

瑞典能源署、瑞典國家航天署等等）。 

2.支持高等教育的權責機構（例如：瑞典學院、瑞典學生學習補助貸款委員會、瑞典

高等教育委員會、瑞典研究委員會）。 

3.駐外單位（如大使館、領事館）。 

4.人力資源機構（例如：瑞典政府雇主局、瑞典社會保險局、瑞典移民局）。 

  國際化平臺另設專案小組，和大學國際化工作相關的機構：瑞典學院、瑞典高等

教育局、瑞典高等教育委員會、瑞典研究委員會、瑞典創新局組成的主要指導委員。

總體任務是設計國際化平臺，引導實現國際化戰略目標，協調政府對高校國際化的支

持。 

（三）主要協調領域 

  強調以國際化為總體目標需求，需要協調的四個方向為： 

1.著重在歐盟以外地區的戰略國際化的合作。 

2.以瑞典作為知識國為前提，提供資訊並努力建立雙邊關係的合作。 

3.國際資訊收集和分析的合作。 

4.改善國際移動條件的合作。 

  利用國際化平臺提高人們對瑞典的認識，並增加瑞典與外國教育機構組織之間的

聯繫。這將對提高瑞典研究和大學教育品質及其發展，甚至對整個社會產生許多積極



性的影響。 

  除此之外，國際化平臺還應具備對國際訪問團活動進行實際協調，以協助安排大

學及其他高等教育和研究人員出國訪問的功能，通過戰略國際化提供經費資助。 

  瑞典作為一個知識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來這裡學習或工作的各國菁英影響，

要吸引各國菁英來瑞典，牽涉不同單位的複雜性過程，因此有必要為外籍生、研究人

員和教師創建更流暢的系統。 

  瑞典大學的能見度要提高才能增加知名度，這部分可透過高等教育機構之間更牢

固的合作形式來實現，瑞典大學協會也正朝著這個方向努力，但在與國外聯繫的協調

和聯合活動形式工作仍有成長空間。駐外單位在駐在國是一獨立運營單位，對瑞典高

等教育機構國際化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駐外單位隸屬於外交部，這使得它們在這方

面的參與變得複雜。調查發現，重要的是在駐外單位和國際化平臺的協調結構間建立

明確的對話形式。隸屬外交部的瑞典學院身為國際化平臺專案小組指導委員，應更能

促進國際化平臺在國際上宣傳的作用（駐瑞典代表處教育組，2021）。 

肆、建構教育政策網絡的歷程及其限制 

  因前述韓國、馬來西亞及瑞典等構想均尚未實施或在準備期中，這裡僅介紹日本

公立中小學的「營運協議會制度」為例。 

  日本於第 193 次國會中通過「地方教育行政組織及營運相關法律」修正案，所有

公立學校都應朝社區學校目標邁進，並有擔負致力成立學校營運協議會的義務（駐日

本代表處教育組，2017）。 

  根據日本政府調查，2016 年 4 月 1 日時，日本共有 2,806 所學校為社區學校，

2017 年 4 月 1 日時增加 794 所學校，共有 3,600 所學校。從地區而言，則共有 367 市

區町村及 11 道縣的教育委員會有導入該項制度。其中，公立國小、國中及義務教育學

校共有 3,398 所學校，達到 2013 年 6 月 14 日內閣會議決議之第 2 期教育振興基本計

畫中「將公立國中及國小的社區學校校數增加 1 成（約 3,000 所）」之目標。高等學校

及特別支援學校也較 2016 年度增加 50 所，共 86 所學校。義務教育學校也較 2016 年

度增加 17 所，共 24 所。社區學校制度與國小國中一貫教育等新制度，以及特別支援

教育與職涯教育等制度有效融合的措施也正逐漸增加（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2017）。 

  文部科學省（教育科學部）今後將會持續蒐集優良案例，並透過舉辦說明會或論

壇的方式，持續推動社區學校制度（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2017）。 

  由於實施初期各縣巿設置情形並不踴躍，文科省為落實協議會制度，又於 2017 年

修訂相關法律，課予各縣巿教育委員會負有「應努力實施之義務」，因此近年設置數成



長較為明顯（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2020）。 

  另依據日本民間團體之調查，此項制度無法全面推廣之原因，係該制度對教育委

員會及學校增加工作負擔，與家長及社區居民對議題之溝通有其壓力，因此地方教育

委員會及學校對成立該協議會大多採取被動之立場，影響制度之推廣（駐日本代表處

教育組，2020）。 

伍、建構教育政策網絡，促進跨領域對話 

  如前言所述，隨著全球化及社會多元化的演進，教育政策牽涉層面甚廣，如何在

教育政策制定過程中設計有效公共參與的模式，也成為各國教育政策的趨勢。以本文

討論的四個國家為例，無論日本公立中小學「營運協議會制度」、韓國「次代 531 教育

改革」、馬來西亞「國家級跨部門技職教育委員會」及瑞典「高等教育、研究及創新國

際化平臺」均反映出這樣的風潮。 

  詳言之，例如日本公立中小學「學校營運協議會制度」，強調由學校、學生家長及

當地居民們共同商議，向學校表達校務營運建議，達到共同參與。 

  而韓國政府啟動「次代 531 教育改革」。則是彙整不同政府層級，包括在國務總

理直屬經濟人文社會研究院、韓國教育開發院、韓國職業能力開發院、韓國勞動研究

院主導。 

  而馬來西亞的技職教育與培訓委員會（MTVET）也有類似做法。其共有三個級別

的行政架構，即為由首相丹斯里慕尤丁領導的國家技職教育與培訓委員會、由高教部

部長及人力資源部部長共同領導的國家技職教育委員會的執行委員會以及由高教部

秘書長領導的技職教育焦點小組，共同推動改善整合技職培訓系統的工作；另也整合

人力資源部、教育部、鄉村發展部、青年及體育部、工程部、農業及食物工業部、企

業及合作社發展部等組成，其成員還包括各領域的專業人士及學術代表。這些作為策

略合作夥伴的專業人士及學術界成員可以提供最新的業內數據、研究、專業知識及技

術等，以便政策制定者及技職教育從業者能及時受惠。 

  而參與瑞典「高等教育、研究及創新國際化平臺」國際化論壇的政府機構，除瑞

典高等教育委員會外還有：瑞典大學協會、瑞典移民局、瑞典國際發展合作署、瑞典

學院、瑞典學生學習補助貸款委員會、瑞典高等教育局、瑞典全國學生聯盟、瑞典研

究和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法務部、企業和創新部、外交部以及教育暨研究部，

嘗試在歐洲研究區和歐洲教育區之間尋找連結，更擴大該平臺的任務範圍至歐洲以外

地區。 

  最後，透過巴拉圭教育和科學部部長 Juan Manuel Brunetti 主持該國參與性對話，



與巴拉圭地方當局和教育工作者一起反思、交流想法並分析關於巴拉圭教育轉型過程

的提案。他指出：「我們都希望為我們的孩子們提供更好的教育，我們知道教育是實現

我們國家發展的基礎」，因此在各方之間尋求協助極為重要，目標制定因地制宜，正點

出建構教育政策網絡，促進跨領域對話的核心目標與價值所在（駐巴拉圭共和國大使

館教育參事處，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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