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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名称           “高校教育网络管理项目”   

 
 

2. 原理和原理 

 

从过去50年泰国社会发生的现象来看，社会上大多数人都缺乏如何在城乡社会中共同生活的知识和理解

。缺乏知识的人往往是受害者。或作为一群人或政党为其成员在众议院任职的工具 当有投资时，就会

相应地撤回资本。人们不了解政治制度。虽然大部分宪法的主要思想是 “每个泰国人都必须知道法律” 

普罗大众 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志愿画家和网络商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没有完成学士学位。从搜索 全

国91%的人口没有完成学士学位（摘自https://www.weforum. org/agenda/2018/09/heres-how-we-

prepare-asean-youth-for-the-future on December 11, 2020）从泰国社会发生的各种情况的详细研究来

看，人民的教育是该国发展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泰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

人 缺乏德性的人的形成 缺乏塑造认识对错的思维过程 纵观过去，人们缺乏对什么是错和什么是对的考

http://borsae.org/wp-content/uploads/2021/06/%E5%A4%A7%E5%AD%A6%E6%95%99%E8%82%B2%E7%BD%91%E7%BB%9C%E7%AE%A1%E7%90%86%E9%A1%B9%E7%9B%AE-1.pdf


虑。按照成年人的做法行事已成为年轻一代被误导的榜样。所以有一种说法是 双重标准 不公平 和赞助

系统率先。生而为民生社会。 

 
 

调查创新课程  查创新课程 因此，因此，BFI 举报人组织应运而生，成为与社会中所有人的生活相关的

一个主题。各种宪法法律 每个时代都在执行，有一个法律强迫所有人都知道法律。因此，法律常识是

高等教育学生的必修课。而在交流方面，它是人类生活基础之外的一个重要因素。沟通在社会人们的生

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当今非常重要。这被称为全球化时代 这是信息时代。交流对个人和社会都

有好处，因为它增加了知识和更广阔的世界观，因为它是一个使社会进步的过程，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

要因素。可以说 每门科学的核心是传播和这个时代 沟通创新在参与时代至关重要。在新生活方式（

New Normal）时代对组织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意味着 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生活方式（Malee 

Boonsiriphan，2020。检索自 https://news.thaipbs.or。th/content/292126 on December 11, 2020)，

特别是举报人调查组织。隶属于 Bor-sae Foundation 的集团，该组织是一个组织，通过利用大众媒体

的力量和公民记者（Citizen Journalist）的力量，帮助那些在社会上不公正的人目睹了实际事件 通过使

用这两种权力品质作为创造公平和帮助传播信息的工具。向公众公开 所以当公民记者介入时 从而更快

地保护和创造实现目标的公平性。包括为组织创造成功的决心 这就是社会正义。公民记者的工作人员

会对结果感到满意。和自我价值感 有主人翁意识和对组织的承诺，从而产生高质量的组织（Prateep 

Chandrasingh，2006），今天的公民记者正在改变技术驱动的现代新闻世界。最初，新闻大多只是专

业记者的工作和工作。但现在新闻事件已经变成了大众层面的新闻事件。它扮演了公民记者的角色，补

充了专业记者的工作（Suphanit Wongtangsawat，2009）。这是公民记者参与运营规划、决策、问责

、评估和发表意见的过程。利用创造力和实践专业知识来实现目标 包括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 

(Mathurada Srirat, 2016）在调查性新闻领域，是对事件事实进行研究和寻求信息的做法。通过调查新

闻背景 直到得到真实可信的事实 有证据可以证明和验证。通过系统地工作，有一个过程，然后通过通

信工具或大众媒体通过各种平台（平台）向公众报告或呈现该新闻，并以某种方式导致改变（

Seksonna Prasert，2019），该调查性新闻播放在民主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人民有权通

过媒体检查政府官员工作的情况下，必须诚实、诚实、负责 在保护社会利益方面保持中立并有良知（

Malee Boonsiriphan，2012 年，第 5-8 页）2019) 调查新闻在民主社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人

民有权通过媒体检查政府官员工作的情况下，必须诚实、诚实、负责 在保护社会利益方面保持中立并

有良知（Malee Boonsiriphan，2012 年，第 5-8 页）2019) 调查新闻在民主社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在人民有权通过媒体检查政府官员工作的情况下，必须诚实、诚实、负责 在保护社会利益方面保

持中立并有良知（Malee Boonsiriphan，2012 年，第 5-8 页） 

 
 

调查创新 因此，这是该项目的运营商在博士级别完成的课题。传播艺术创新哲学博士 通过做一篇关于

这个主题的论文 《调查性新闻媒体过程的发展》是泰国目前第一篇博士论文。并已在国际期刊SSRN上

发表文章，该文章在2020年作为学术文章在国际数据排名前十（Top Ten）“调查性新闻制作过程”源于

课题研究 “调查性新闻媒体流程的发展”（2020 年 12 月 10 日摘

自 https://papers.ssrn.com/sol3/topten/topTenResults.cfm?groupingId=3424408&netorjrnl=jrnl）。 

 
 

从以上信息 由博士领导的线索基金会 在过去的 22 年里，Seksonna Prasert Ph.D.  通过领导 Bor-sae 

Foundation 寻找意见领袖，以及建立大众或公民记者的力量，在社会中创造了公平。通过建立村、街

https://www.facebook.com/bfi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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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borsaefoundation/
https://papers.ssrn.com/sol3/topten/topTenResults.cfm?groupingId=3424408&netorjrnl=jrnl
https://th-th.facebook.com/seksonnapra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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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区、省、区等地方公平爱好者网络，覆盖全国10个地区。为了保护自己和周围的人公平 包括在短

期课程中向加入举报人组织的社会人士提供知识 而在非参与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加入举报人组织的人

员将获得具有系统设计思维过程的知识。知识渊博的 可以带来各种知识 广泛的应用 在经济、社会和政

治上有效地促进国家的真正发展。众所周知，如果人们受过教育，他们就能以正确的方式使用他们的知

识。有了公众意识，国家的发展才会有圆满的结果。因此，Bor-sae Foundation 组织创建了一个项目

来管理大学的教育网络。因此，它是通过系统整合为国家发展进行的教育试点。包括对信息的学习，大

部分人还没有受过学士学位。地方政客 国家政治家 仍然有很多人没有获得学士学位而准备成为政治家

。共同发展国家 因此，应该培养政治家 政治工作者 公民记者 这些公共志愿者接受了适合思想领导力的

教育，可以通过在大学攻读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来引导人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实现目标。 

 
 

3. 目标 

 
 

1、招收人员到参与大学学习 在学士、硕士和博士阶段，大量的所有院系，包括普通和副学士 

2.以新的生活方式基地（新常态），根据学生的需求，整合教学模式。 

3. 推动参与项目的大学通过让学生继续学习并达到质量，并为国家进一步发展带来更多知识，从而获得

稳定和可持续地走在泰国前列的声誉。 

4. 培养具有强大知识、技能和经验的教育人才，以便向该大学的学生传递。持续、稳定和可持续地 

5. 提供持续有益于社会的新课程 

6. 开设在参与大学没有教学的院系 

7. 筹备成立 参与高校下的“创新调查学院” 为适应新师范时代新教学体系的需要，为研究创新等领域的

学士、硕士、博士生提供适当的招生。 

8. 为扩张和设立做准备 大学校园或分校 参与项目 面向全国10个地区招收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各

院系、各分校 根据新常态下新教学体系的适宜性 

9. 为管理大学教育网络管理项目而成立的工作组与参与大学之间适当地进行该项目的自我管理、收入和

费用。 

 
 

4. 主要目标 

 

利益相关者 

为全国社会做义工 

国家警察志愿者 

志愿保卫全国体育部门 

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全国各地做网络业务的会员 

全国各地BFI会员的子女和子女 

全国各地志愿者的子孙 

拟报考公务员、军队、警察职等的人员 

21年兵役期满后报考文官、军、警等职级考试者，在攻读学士学位期间申请免除。 

公务员、军官和警察想晋升为委员会 

 
 

https://th-th.facebook.com/borsaefoundation/


相关人士 

Bor-sae Academy  团队的教师和学者 

全国各地网商参与项目 

来自全国各政党的政治工作组 

BFI 街道、区、省、各地区、全国 10 个地区吹哨人组织执行委员会 

 
 

5、项目负责人 

 

Seksonna Prasert Ph.D.  博士（Bor-sae 董事），Bor-sae Foundation 主席 （社会正义）举报人基

金会联系电话：199/73 Moo 1 Rangsit-Nakhon Nayok Road 68, Bueng Yitho Subdistrict, Thanyaburi 

District, Pathum Thani, Thailand. 12130 电话 081 404 2002 传真 02 199 7227 

电子邮件 : seksonborsae@gmail.com  ,  Line ID : borsae0001 

 
 

6. 操作方法 

 

1. 组织专题研讨会  “危险时代泰国公民生活质量的调查新闻创新” 通过使用设备应用线的在线方法，短

期课程，12 天，每天 1.5 小时，在 19.00 – 20.30 小时之间准备人员与大学继续教育。参与该项目 在

所有学位级别 

2. 组织专题研讨会  “危险时代泰国公民生活质量的创新新闻调查” 采用参与大学研讨室的方法。为期 2 

天的短期课程，为人员准备在所有学位级别的参与大学继续学习。 

3. 利用 BFI 举报人组织下的全国热爱公平的群众网络，通过参与的各级大学说服来自全国各地对继续

教育感兴趣的人。 

4. 利用那些希望申请成为地方政治家的人脉，包括街道行政组织成员 市政委员会成员（Sor. Tor.）、

省议会成员（Sor. Jor.）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政治工作者。继续在参与的大学学习任何学位。 

5. 利用想要申请成为政治家的人脉。或从事国家政治工作，包括众议院 成员 参议院 各领域委员会成员 

来自全国各地的所有学位级别的参与大学继续学习 

6. 使用上过大学的人。校友会说服周围的人继续在参与大学的各个学位级别学习。 

7. 建立来自全国各地的公务员、士兵和警察网络，在参与的大学继续他们的教育。调整职级，提升职位 

8、利用说服全国各地网络创业者到参与的各级大学继续深造的过程。 

9、利用网络商务系统，让全国各地对线路（Down line）感兴趣的人继续在参与的各级大学学习，同时

经营网络商务，促进国家发展。 

10. 利用 Website、Facebook、Application-Line、Instagram、Twitter 等新媒体（New Media）形式的

传播渠道系统，根据第1至9项从全国范围内创建感兴趣的人继续学习参与该项目的大学。所有学位级别 

11. 研究创新领域各院系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使从参与大学毕业的人成为面向全国社会的高

绩效人才。 

12. 成为参与该计划的学生的独立顾问，直至毕业。 

13. 规划和监控各级学生参与大学账户的支付系统。 

 
 

7. 持续时间 

 

这个项目需要15年才能继续。 

https://www.facebook.com/search/top?q=%E0%B8%99%E0%B8%A7%E0%B8%B1%E0%B8%95%E0%B8%81%E0%B8%A3%E0%B8%A3%E0%B8%A1%E0%B8%82%E0%B9%88%E0%B8%B2%E0%B8%A7%E0%B8%AA%E0%B8%B7%E0%B8%9A%E0%B8%AA%E0%B8%A7%E0%B8%99%E0%B9%80%E0%B8%9E%E0%B8%B7%E0%B9%88%E0%B8%AD%E0%B8%84%E0%B8%B8%E0%B8%93%E0%B8%A0%E0%B8%B2%E0%B8%9E%E0%B8%8A%E0%B8%B5%E0%B8%A7%E0%B8%B4%E0%B8%95%E0%B8%9E%E0%B8%A5%E0%B9%80%E0%B8%A1%E0%B8%B7%E0%B8%AD%E0%B8%87%E0%B9%84%E0%B8%97%E0%B8%A2
https://www.facebook.com/search/top?q=%E0%B8%99%E0%B8%A7%E0%B8%B1%E0%B8%95%E0%B8%81%E0%B8%A3%E0%B8%A3%E0%B8%A1%E0%B8%82%E0%B9%88%E0%B8%B2%E0%B8%A7%E0%B8%AA%E0%B8%B7%E0%B8%9A%E0%B8%AA%E0%B8%A7%E0%B8%99%E0%B9%80%E0%B8%9E%E0%B8%B7%E0%B9%88%E0%B8%AD%E0%B8%84%E0%B8%B8%E0%B8%93%E0%B8%A0%E0%B8%B2%E0%B8%9E%E0%B8%8A%E0%B8%B5%E0%B8%A7%E0%B8%B4%E0%B8%95%E0%B8%9E%E0%B8%A5%E0%B9%80%E0%B8%A1%E0%B8%B7%E0%B8%AD%E0%B8%87%E0%B9%84%E0%B8%97%E0%B8%A2
https://www.facebook.com/bfi001/


8. 地点 

 

使用参与项目的大学的位置。全国各地的政府机构参与了这个项目。线索基金会总部 全国10个大区的

街道、区、省、区域举报人调查组织协调中心。 

 
 

9. 预算 

 
 
 
 

10. 生产力 / 结果 / 预期收益 

 

显示输出 / 结果信息 从项目中收到 

该项目学制15年，分为10个级别，每学年招生人数如下： 

从第一年开始到第一年结束的时间。每年生产100名新生。 

从第二年开始到第二年结束的时间。每年200名新生 

初三至初三期间，年产新生300人。 

从大四开始到大四结束期间，每年输出400名新生。 

从第5年开始到第5年结束，每年输出500名新生。 

从 6 年级开始到 6 年级结束的时期。每年 600 名新生的生产力。 

从 7 年级开始到 7 年级结束的时期 每年 700 名新生的生产力。 

从 8 年级开始到 8 年级结束的时期。每年 800 名新生的生产力。 

从 9 年级开始到 9 年级结束的时期。生产力每年 900 名新生。 

第10年年初至第15年末 每年 1,000 名新生的生产力 

 

展示项目实施的预期收益。 

每人平均注册费为 150,000 泰铢，100 人等于每年 7,500,000 泰铢。 

每人平均注册费为 150,000 泰铢，200 人等于每年 22,500,000 泰铢。 

每人平均注册费为 150,000 泰铢，300 人等于每年 37,500,000 泰铢。 

每人平均注册费为 150,000 泰铢，400 人等于每年 52,500,000 泰铢。 

每人平均注册费为 150,000 泰铢，500 人等于每年 67,500,000 泰铢。 

每人平均注册费为 150,000 泰铢，600 人等于每年 82,500,000 泰铢。 

每人平均注册费为 150,000 泰铢，1,000 人等于每年 120,000,000 泰铢。 

 
 

11、评估方法和项目成功指标 

 

– 项目的成功与否可以从学生人数、参与大学的年度注册数据等方面来判断。 

– 向参与大学的财务部门核实申请费和学生注册费的支付情况。 

 
 
 
 

签字…………………………………………………………..项目发起人 

        （Seksonna Prasert  Ph.D.  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