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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在二十一世紀以知識經濟為主的時代當中，全球化已經是一個不可避免的

課題，在全球化之下，整個社會包括高等教育受到很大的衝擊與壓力。在國與國

之間、社會與社會之間交流越來越頻繁的時代中，國際競爭力已是各國刻不容緩

的議題。尤其是高度的競爭早已超過國界，在這個情況之下，大學尤其是受到廣

泛的矚目，原因是大學經常扮演著吸引國際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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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提昇學校的課程與學術專

業，其實是各國高度關注的議題。儘管在國際學生以及學術交流的領域中，許多

先進國家早已累積了豐沛的資源與經驗，但對於開發中國家，尤其像海峽兩岸這

樣的國家，就存在著許多不利的因素，例如：兩地的學術研究大多處於非西方的

邊緣地位，其國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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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在當前知識生產高度科

層化之下，開發中國家仍對大學投下許多的資源與精力，朝向所謂的世界級大學

邁進。其中最重要的挑戰是本身的研究如何能夠獲取國際社會的公認。在這樣的

情況下，近年來海峽兩岸的大學莫不卯足全力朝向世界級一流大學來建構相關設

施。舉例來說：兩岸的大學目前都致力於加強與世界各國大學的聯繫，與國際上

著名大學的合作和交流等項目，包括師生的互訪等典型做法，希望藉由一連串大

學國際化措施，進一步提昇本國大學教學研究水準以及行政管理的效能。 

反觀台灣的高等教育發展，近年來從增加入學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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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之多元，令人目不暇給。不過，

最近也面臨了一些發展上的窘況，例如：因為大學數量的急遽擴張，導致大學品

質下降的隱憂等問題。因此，如何在民主化、國際化、全球化的影響之下，提升

整體的高教素質，在市場競爭壓力下永續經營，未來並能夠擠進世界一流大學的

排行中，乃為當今重要課題。 

  



貳貳貳貳、、、、全球化與高等教育全球化與高等教育全球化與高等教育全球化與高等教育 

  

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過程中，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面臨了前所未

有的衝擊，無論在改革議題、法令與規範的制訂、人力培育目標與市場供應、教

育素質的提昇與高教資源的有效運用、大學與社會的互動以及終身教育體系的建

立等各方面，無不受到全球化潮流的影響。 

    正如世界體系（the world system theory）學者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2001）所主張的，全球化不是一個現代才有的現象，早在五百年

前即已展開。全球化是一種高度異質化的現象，涉及到政治、軍事、經濟、文化、

移民、環保等不同領域，各有重疊與差異。全球化主要由跨國性的經濟和工業組

織所推動，亦即資本主義的世界性擴張。資本主義全球性擴張導致了跨國企業林

立，對全球提供及推銷特有的商品、服務以及消費模式。這些跨國公司所關注的

主要是商業利益，而非人類社會的福祉。目前各國市場的開放自由化和政府權力

的鬆綁、放權也是全球化過程中的一項特色。在此潮流下，眾人認為市場規律總

是對的，國家干預反而不可取。這種主張全球化理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以

一九七０年代的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為代表，影響所及

使得許多國家政府根據上述主張制訂政策，在各國普遍實施分權、減少國家干預、

促進貿易和資本的自由流動，以及將公共部門私有化、民營化等一連串措施。 

根據全球化的觀點，長期以來視為公益事業的教育機構，由過去國家稅收

補助性質轉為由使用者付費的觀念所取代，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領域，更加主張由

學生負擔較高的學費，而非政府負擔高教投資。各國高等教育機構淪為生存競爭

而推陳出新，為搶佔市場而日趨商業化。在全球化的潮流下，高等教育的發展面

臨了前所未有的市場化與大眾化的挑戰。 



根據研究（楊銳，2001）指出，全球化對高等教育造成的影響甚鉅，主要

形式如下： 

    1.經濟實用主義盛行 

首先在教育上過度強調經濟效益，完全從實用角度來衡量高等教育的發展與

成效。傳統的大學理念被貶抑，大學的發展被簡化成配合經濟發展需求的職業訓

練所，教學中強調應用性學科及研究成果，大學的品質淪為以數量（包括論文數、

研究出版項目數量、畢業生人數、就業率等）論高低，忽視了大學人文素養及社

會責任等原有的教育價值。於是，為了求生存與發展，大學與產業界間的夥伴關

係（partnership）日益密切，大學科研成果轉向市場應用，幾乎成了不可避免

的潮流。難怪美國高等教育學家克爾（Clark Kerr）許多年前即呼籲，高等教育

內部將出現嚴重的分化與支離破碎現象，傳統的人文學科與基礎學科終將面臨困

境。 

2.大學出現財政危機 

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大學人數迅速增加，在各國政府對高等教育的公共投資

不斷緊縮下，逐漸出現高等教育財政危機。於是公立機構必須轉向仰賴學費、各

界捐款及企業投資等；大學的研究、教學與社會服務將更趨向符合市場化需求。

隨著大學市場化潮流下，原本大學財政的自主程度相對縮小，過去的學術獨立情

況有所改變；大學行政主管必須負起募款的責任；教師之間也為了尋求資源而日

益競爭。至於學費不斷的調整幾乎成為常態，甚至有些大學最後成了有錢階層的

專利品。 

3.透過網路進行全球化教學 

隨著電腦資訊的日益發展，遠距教學成為高教的新興市場。網路化教學、空

中大學已成為各大學積極發展的領域。如同管理大師查克（ Peter Drucker）所

預言，目前的大學校園將在三十年之內全面消失。儘管上述說法備受爭議，但即



使是英、美等先進國家，也無不大力發展教學的網路化。儘管並不是每一個國家

都能負擔得起昂貴的網路教學設備，而且在收費上容易形成不公平的問題，但這

似乎是全球趨勢。 

4.高等教育的質量有可能逐漸失控 

在全球化商業的帶動下，原來獨立自主的學術追求逐漸受商業利益所影響。

在國際上高等教育財政困難的今天，許多先進國家無不大力擴張高等教育出口，

向各地推銷其教育產品。例如到各地舉辦留學展、提供留學簽證、招收海外留學

生就是一例。因為如何吸引海外留學生幾乎已成為各國高等教育財政收支的重要

來源之一。因此，工業化國家的大學積極地開設海外學位課程，尤其在世界貿易

組織（WTO）的簽訂下，開放高等教育的市場幾乎成為各國教育談判的主要議題

之一。（周祝瑛，2001） 

總之，全球化夾帶著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威力，不但改變了傳統高等教育的

角色與任務，迫使教育從過去公共財變成了消費財；隨著西方強國的教育輸出，

教育文化被殖民化的情形更加明顯，中心與邊陲國家的相對地位差距擴大。同時

各國政府也在市場導向與財政緊縮壓力下，逐漸對大學鬆綁放權，並減少經費補

助。全球化對高等教育的影響可說是正負面兼而有之。 

  

參參參參、、、、世界高等教育之發展趨勢世界高等教育之發展趨勢世界高等教育之發展趨勢世界高等教育之發展趨勢 

  

一、現況 

自 1950 年後期以來，世界高教發展的趨勢約有三項特徵：從最初的教育改

革特別著重確保人力資源數量的擴充，二、逐漸注重提高人力素質到最近則重視

格陶冶的重要課題。一般而言，在一九七○年代西歐國家接受高等教育者占適齡

人口的比例大致穩定在 20%以下水平，在一九八○年代後半期入學率開始再度增



長，並且持續發展。這一擴充是在人口的穩定狀態及經濟持續成長的這一背景下

產生。與西方工業化國家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第三世界國家高等教育往往是沒有

中斷地持續擴充的。非洲是例外的情況，近年來非洲的招生和入學漸趨緩慢。除

了菲律賓等極少數特例，第三世界的入學率仍然比工業化國家低得多，因此第三

世界國家的高等教育和入學率仍有持續擴充的潛力。另外，工業化國家存在一個

明顯的趨勢，即高等教育的資金負擔從政府轉向個人，並且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

之間高教發展不管在規模或質量上仍存在著重大的差別。    

  

二、面臨問題 

近年來，針對世界各國高校等教育發展的趨勢中，有幾份重要文獻，例

如：世界銀行報告書（The World Bank）所分析出之高等教育危機有四：（1994） 

1.資源緊縮。 

2.內部效率不彰。 

3.外部效率缺乏：（1）大學生失業問題，（2）教學與研究成果缺乏社會關

連性。 

4.入學公平性仍是問題。 

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報告書所分析出之高等教育發展趨勢與危機：

（1995） 

1.入學人數的迅速擴充 

2.學術結構與教學組織的多元化發展 

3.政府投資高教經費的緊縮 

由於前者係由經濟學家所起草，強調大學，尤其是公立大學，是當前社

會問題的一部份；而後者，大多基於人文主義的觀點，人為大學本身具有解

決社會問題的能力。（周祝瑛，1999）兩者的基本立場雖有不同，但對於當

前世界高等教育現況與改革的分析，均有顯著的貢獻。 



    另外，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所發表最新一份有關世界高等

教育情況的報告中指出（UNESCO，2002），現今世界先進國家高等教育之發

展大致朝向四大方向：一、符合就業世界的條件，二、高等教育和人類永續

發展，三、促進國家和區域性發展四、高教和人員的發展。報告並指出，若

按照高等學校在校人數計算，中國高等教育體系在二○○一年已經形成世界

最大的規模，緊隨其後的是美國、印度、俄羅斯和日本。此外，中國、美國、

印度、俄羅斯和日本五個國家共擁有五千三百一十萬在校生，超過世界高校

學生總數的一半，而這五個國家的人口也幾乎占到世界總人口一半。不過這

份報告也同時指出，與美國、俄羅斯及日本相比，中國和印度的高校入學率

還比較低，將面臨很多挑戰。 

最後，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最新的報告中還進一步指出，近年來，上述

地區高等教育也面臨一些發展上的危機，因為應上述危機提出的改革之道則

有以下四大項： 

    1.從學生角度來看高等教如何為明日世界而貢獻。 

    2.從傳統學習方式到視覺學習：新資訊科技的挑戰。 

    3.高等教育教學與研究的挑戰和機會。 

    4.高等教育對整體教育制度的貢獻 

 

肆肆肆肆、、、、台灣高等教育之發展趨勢台灣高等教育之發展趨勢台灣高等教育之發展趨勢台灣高等教育之發展趨勢 

一、現況 

台灣之高等教育數量上擴增頗為快速。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年代，整體而

言是緩步成長，一九七○年到一九八○年間，政策上並未開放私人興辦大學，公

立大學增設亦少。但一九八○年以後，私人資源快速投入興學行列，公立大學則

為平衡城鄉差距及特殊學術領域之發展(如體育、藝術等學府)而大量增設。由於

國立大學在政策上宣布暫時不再增設，加上甚多私立專科學校升格為技術學院，



近三年來，私立大學數量快速成長，以致私立大學在一九九九年首度超越公立校

院之數量。由於校數的快速擴增，台灣的高等教育在大眾化之餘，仍有以下之特

徵：（教育部高教司，2002） 

1. 私立學校在大學校院中所占的比重快速增加;  

2. 研究所教育成長的比率大於大學部教育成長比率;  

3. 技職校院在大學校院中所占比重亦快速增加。 

首先先就大學數量的發展來看，台灣在八十九學年度（2000 年）計有大學校院

一百三十五所，其中大學五十五所，學院八十所。以辦學資源分，計公立大學二

十八所，公立學院二十九所，私立大學二十七所，私立學院五十一所；以大學規

模性質分，綜合大學三十七所，單科大學及學院九十八所 (含師範校院、醫學大

學、醫學院、科技校院、藝術學院、軍事校院、體育學院及空中大學等)。 

  以在學學生人數分析，八十九學年度（2002 年）大學在學學生人數計約六

十四萬七千人。以公私立大學及學院分，公立大學約十九萬人，私立大學約三十

一萬一千人，公立學院約四萬九千人，私立學院約九萬六千人；以在學階段分，

計大學部約五十六萬四千人，研究生碩士班約七萬人，研究生博士班約一萬三千

人。（教育部高教司，2002）。如表一。 

  表一表一表一表一    台灣地區大學校院校數及學生人數成長分析表台灣地區大學校院校數及學生人數成長分析表台灣地區大學校院校數及學生人數成長分析表台灣地區大學校院校數及學生人數成長分析表  

                                                             單位數：

人 

學年度 

（1976-2000） 

大學校院數 在學學生人數 

公立 私立 博士生 碩士生 大學部 合計 

六十五 13 12 363 4,138 140,857 145,358 



七十 14 13 800 6,555 158,181 165,536 

七十五 15 13 2,143 11,294 184,729 198,166 

八十 28 22 5,481 21,306 253,462 280,249 

八十五 37 30 9,365 35,508 337,837 382,710 

八十八 46 59 12,253 54,980 470,030 537,263 

八十九 50 77 13,822 70,039 564,059 647,920 

資料來源:教育部高教司   

其次從校數擴展下的隱憂來看，由於大學校院數量的快速擴增，學生素質也

就相對降低。這可以從（表二）幾項數據資料反映出來： 

1. 大學聯招錄取率逐年攀升，大學聯招的最低錄取標準則是逐年降低;  

2. 大學校院學生數與專任教師人數的比值逐年提高。（教育部高教司，2002）  

表二表二表二表二    大學校院學生數與專任教師人數之比值大學校院學生數與專任教師人數之比值大學校院學生數與專任教師人數之比值大學校院學生數與專任教師人數之比值     

學年度 

（1976-2000） 

公立學校 私立學校 

大學 獨立學院 大學 獨立學院 

六十五 9.85 10.49 18.56 18.49 

七十 9.61 10.04 19.81 13.91 

七十五 9.71 9.56 20.91 13.53 

八十 10.44 8.85 23.43 13.73 

八十五 11.17 11.31 21.29 17.43 

八十八 13.18 14.07 24.82 19.26 



八十九 13.92 15.12 24.86 20.80 

資料來源：教育報高教司 

由（表二）中我們可以發現，從七十五學年度（1986 年）起，無論是公立

或私立大學校院，學生數與專任教師數的比值都有明顯增加。尤其是自八十五學

年度（1996 年）起，改變的趨勢更加明顯，代表教師的負擔加重，而相對的對

於學生所能提供的指導協助也必然減少。 

 

    由於新大學校院數量不斷快速增加，且儘可能設置於原本高等教育資源欠缺

的地區，我國近年在高等教育的普及方面，可以說締造了相當驚人的成績。一般

而言，我國學齡人口按部就班升學之比率雖甚高，但已就業或非學齡人口中，回

流接受大學教育人數則偏低，終身教育觀念尚未普及。因此，如何引導國人在任

何人生階段，均樂於重新學習，且得到學習機會，尚有待加強。 

    最後在學人數的問題上逐年減少，高等教育擴充的同時，台灣地區出生率也

逐年下降中。根據教育部的統計，從每百戶在學人數的資料來看，近期內有學童

人數持續減少的趨勢（教育部統計處，2002）。這種現象終將影響台灣地區高等

教育的入學率。而以目前的校數規模來看，未來一般高中職業畢業生進入高等教

育的機會將大大增提升。 

二、發展問題： 

    當前台灣高等教育發展雖呈現多元化發展，但是在檢視發展的結果我們也面

臨了一些問題（張鈿富，2003）：  

（一）區域發展不均衡 

    台灣的高等教育學術系統充分反映出發展南北不均衡的事實。如：重北輕南，

忽視中部，齊頭式的資源分配，是一般人所認知的現象。中部地區人數約略與南

部地區均等，但是中部地區的學校校數明顯少於南部地區，至於資源的分配，北

部地區學校更是享有大多數的資源。 



（二）質與量平衡問題 

首先，在台灣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

部分，近年來則注重研究所階段的擴充

速。這種擴充結果目前已出現供過於求的現象

學門備取人數的事實，及畢業生就業困難正好反應高級人力的培養也出現供過於

求現象。 

    其次在質量的方面，

年度（2000 年）公立大學約為二十萬三千餘元

均遠較於日本、韓國、香港等國大學為低

 

表三表三表三表三    我國大學學生單位成本國際比較表我國大學學生單位成本國際比較表我國大學學生單位成本國際比較表我國大學學生單位成本國際比較表

資料來源：教育部，

  

 

在台灣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過去發展的重點一直放在大學或是專科

近年來則注重研究所階段的擴充。尤其是碩、博士班階段的擴充非常地快

這種擴充結果目前已出現供過於求的現象。許多研究所錄取放榜時大量擴充

及畢業生就業困難正好反應高級人力的培養也出現供過於

，以單位學生成本而言，我國大學學生單位成本八十九學

公立大學約為二十萬三千餘元，私立大學約為十二萬一千餘元

香港等國大學為低，僅略高於中國大陸的大學

我國大學學生單位成本國際比較表我國大學學生單位成本國際比較表我國大學學生單位成本國際比較表我國大學學生單位成本國際比較表                 

幣別

，2003 

過去發展的重點一直放在大學或是專科

博士班階段的擴充非常地快

許多研究所錄取放榜時大量擴充

及畢業生就業困難正好反應高級人力的培養也出現供過於

我國大學學生單位成本八十九學

私立大學約為十二萬一千餘元，

僅略高於中國大陸的大學。  

幣別：新台幣 

 



（三）師資結構問題 

  

另外，從「專任師資結構」來看台灣地區大學教授等級比例遠低於日、韓，

「教授」級的教師佔 17.5％，低於日本（38.9％）及韓國（39.4％）；「副教授」

及「助理教授」級的教師佔 40.4％，低於韓國（47.9％），但高於日本（23.3％）；

「講師」級以下的教師佔 42.1％，高於日本（37.8％）及韓國（12.7％）。從以

上數據可見，顯見台灣對大學教育的品質提升上有待加強（見表四）。  

  

表四 台灣、日本、韓國專任師資結構比較表 

項目 
台 灣

（2001） 
佔％ 

日 本

（2000） 
佔％ 

韓 國

（2001） 
佔％ 

教授（Professor） 6,974 17.50% 58,137 38.90% 22,925 39.40% 

副 教 授 

（ Associate 

Professor） 

11,045 27.70%     13,968 24.00% 

助 理 教 授 

（ Assistant 

Professor） 

5,053 12.70% 34,872 23.30% 13,900 23.90% 

講師（Lecturer） 16,754 42.10% 19,112 12.80% 7,384 12.70% 

助教（Assistant）     37,459 25.00%     

合計 39,826 100.00% 149,580 100.00% 58,177 100.00% 

註：依現行大學法規定，「助教」非屬大學教師等級之一，因此，台灣的專任師

資部分不含「助教」（2,947 人）。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編中華民國大專院校概況統計（九十學年度）；日本文



部省編日本統計文摘（二０００年版）；韓國教育與人力資源部編韓國

教育統計年鑑（二００一年版） 

（四）教育經費問題 

經費緊縮影響是高等教育發展的關鍵。然而由於近年來台灣經濟不景氣，政

府財政赤字嚴重，大學校數又大量擴充，導致每所學校的教育經費緊縮。因此，

「使用者付費」已逐漸成為為校園中可以被接受的概念。另外，擴充的高等教育

未來可能要面臨「內憂與外患」。「外患」只指的是加入 WTO 後的種種衝擊，「內

憂」則是入學人口減少的事實。台灣入學人口減少，會造成體質不佳的高等教育

機構面臨嚴重招生不足的情況。    

     

伍伍伍伍、、、、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在全球化潮流下，各國莫不提出以發展知識經濟為主軸的教育改 

革方案，尤其仰賴大學為各國培養知識創新人才，加強一國競爭力。回顧台灣九

０年代以來的大學教育發展過程，可看出歷經幾大轉變，如：從菁英教育逐漸轉

為大眾教育；從經濟建設主導教育目標逐漸轉為符合個人的需求；從就業導向轉

成兼顧消費需求；由政府主導轉向配合教育的自主性；從一元的規範走向兼顧多

元的需求；更從一次性的就學方式轉成終身教育體系的建立（高教白皮書,2001,

頁）。 

時值大學面臨全球化競爭與衝擊的關鍵時刻，為了因應新世紀的需求，自

一九九九年起，台灣教育部推動了追求大學教育卓越計劃目標。二００一年七月，

台灣更公布了一份『大學教育政策白皮書』，針對目前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現況

加以分析，從大學教育質量失衡、資源的排擠、大學運作機制的調整、國際化程

度不足、大學與社會互動不足及評鑑機制的有待建立等問題予以檢討，並據此擬

訂台灣高等教育近程與中程具體做法及建議，期望在大學角色與功能的定位、資



源的籌措與分配、大學運作法治化、人才培育計劃、提升國際競爭力、擴增成人

回流高教的機會、追求大學卓越發展等方面，提出政策性的指示及改進措施（曾

志朗，民 90）。 

換言之，台灣推動高等教育改格方案，具體內容包括：大學學術追求卓越

發展計畫、提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辦理大學校院評鑑計畫、大學總量發展審核

等一連串振興高教補助措施。同時，在其它科技會議及知識經濟發展的重要會議

中，教育主管當局更強調大學應注重高級人才的培育，取消各校齊頭式資源分配

方式，重點輔導有潛力的大學積極發展（如今年八月份宣布九所國立大學列為重

點研究型大學），並以專案經費重點支援國立大學改善研究所博士班教學及研究

設施，以進行跨校性、跨學門領域之學術整合工作，提升高等教育的品質與競爭

力。為了因應全球化的競爭，台灣未來大學發展之重點尚包括︰（一）大學的定

位與建立特色問題；（二）如何追求學術研究的卓越化；（三）大學資源如何整併；

（四）大學行政與教學績效如何提昇；（五）大學國際競爭力如何加強等議題。 

為了因應全球化及加入WTO的影響，台灣各界紛紛針對上述高教發展目標，

提出具體建議，例如：積極研擬如何更有效的整合資源，建構優勢的教育學術環

境︰鼓勵部份大學進行整併及學術合作、策略聯盟等工作，達成最有效的經營規

模。另外，在提升國際競爭力方面︰如何加強外語訓練及網路資訊教育，提升大

專學生英文能力，增加第二外語成績作為畢業門檻；並推薦七十四所外國大學提

供短期語文進修參考；另外，研議銀行開設大學生『國外學習計畫存款專戶』，

提供優惠存款利息，協助學生為自己未來再進修儲蓄方案；台灣教育部公費留學

考試制度的轉型；加強各大學的網路學習，增加在職人員進修機會等措施，以提

昇高等教育的國際競爭力。 

總之，如果說全球化是另一種資本主義過渡擴張的結果，則各國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WTO）的行動，則是不得不然的因應措施。對於加入 WTO，有研究（高

教簡訊，民 90.9）指出：各國在缺乏周詳的分析考量下，如果貿然將高等教育



列入世界貿易組織控管之下，將是十分危險的事，因為學術機構或其它教育組織、

團體與其它商業組織不同，無法比照一般商品。在各國規劃不足的情況下，若干

發達國家可在極少的法規限制下，前往任何國家設立大學分校、授予學位和證書，

或經由遠距教育，設立教育訓練中心，在他國進行招生。如此一來任何種類的教

育產品，均可從一國外銷至另一國，而且大多是由先進國家向開發中地區輸出教

育產品。雖然加入 WTO 之後各國智慧財產的版權、專利權和證照，可獲得更大保

障，但各國對於進入其國境內的外國學術機構、課程、學位或產品反而更難有效

管制；因為在貿易自由化的前提下，地主國反而有可能因實施國外教育進口管制

而被提出違反自由貿易的控訴。因此許多人批評，若將大學管理權授予 WTO，將

嚴重斲傷學術自治，其中受害最深者，將為開發中國家之高等教育。 

在全球化過程中，台灣的高等教育除了備受海外教育機構來台設校的壓力，

另外台灣學生前往大陸高校求學，學歷是否承認的問題，也始終困擾著台灣當局。

總之，在諸多提昇高教水準的因應策略中，一方面必須堅持大學追求卓越、堅守

傳統學術價值的使命；而另一方面又必須面對台灣內外的市場競爭，以及推廣台

灣教育經驗的壓力，這一連串問題將隨著全球化腳步而加速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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