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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了解新加教育制度與現況，汲取新加坡成功辦學經驗，開拓本校教師國際視野，推動

本校社群深耕發展，特依據本校 104 年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於 104 年 7 月 12 日至 7 月 16

日由本校邱淑娟校長帶領另 14 位同仁至新加坡美廉初級學院、華僑中學及立化中學參訪。以

期透過交流座談、教學觀摩、經驗分享，瞭解並學習新加坡教育的四個面向：（1）學校願景

與校園文化（2）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3）教師專業發展與社群運作（4）學生學習與校園營

造。特別是新加坡中學的課程架構，將成為學校發展 107 新課綱課程之寶貴參考資料。 

  本報告書正文分三篇章，依序為序論、參訪與觀課紀要、心得省思與建議。正文之後有

附錄分別蒐集參訪學校簡報、觀課紀錄、參訪檢討會議記錄及團員個別參訪記錄及心得。其

中「心得省思與建議」篇章依循「學校願景與校園文化」、「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教師專

業發展與社群運作」及「學生學習與校園營造」進行陳述，並以百齡校園為基調，提出本校

未來具體作為，以達成以下預期效益：  

1. 因著團員國際視野的擴展與凝聚力的增強，提升校務規劃品質與推動效能。 

2. 取經新加坡，團員課程發展與教學知能獲得提升，有利課程發展團隊的形成，與專業實

踐。 

3. 透過團員的分享與帶動，營造優質教師專業發展機制，強化教師專業發展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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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論 

壹、 校長的話─跟世界接軌的教育~夢想與信念 

一、回顧 

回想 2011 年我還在教育局服務時，丁局長亞雯以「教師走出去‧世界走進來」為理

念請中教科規劃許多跨國參訪活動，當時國高中職教師組成「跨學程、跨領域」一團團

出國學習，足跡遍及日、韓、中、星、英、美、澳、加、芬蘭等國，帶回不同的思維和

作法，為日後許多跨校合作打下基礎。 

 

  後來我在中教科草擬領先計畫時，也得到當時譚科長和會計室俞主任的支持，認同

計畫經費經常門、資本門沒有比例限制，還破天荒地允許學校編列教師跨國參訪的經

費，至今領先學校出國超過 20 團，教師所見所聞化成一本本出國參訪心得報告，也對學

校往前進的改革有一定程度的正向影響。 

 

  就在 2015 年 7 月中旬，百齡跨國參訪首發團往新加坡前進，短短五天的參訪，帶回

滿滿的心得與感想。我 30 年間來過星洲五次，教育參訪共三次（含本次），見證到這個

國家在教育上努力與世界接軌的成果。這次參訪觸發老師們和我許多感概。許多媒體高

唱教育崩盤，但是最壞的時機不就是轉機嗎？此時懷有夢想、堅定信念更為重要。藉著

回顧新加坡之行，看著老師們提出的許多建議，梳理自己的思緒，乘著夢想與信念的翅

膀，規畫將老師們的期待化為具體行動。 

 

二、夢想 

  走過許多國家，看過許多教室風景，「與世界接軌的教育」成為夢想和使命之一。此

要，我先借用 Martin Luther King 的講題─I Have a Dream 來分享這個夢想： 

  I Have a Dream that our education will be connected with the world or even mak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global village, that our students will be confident enough to 

compete and collaborate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world, and that our teachers will be more 

proud of where we are from and what we are doing.  

 

這個大夢想下，我深深認知： 

(一) 跟世界接軌的教育 需要轉化他人成功經驗 

  就在不久之前，日本佐藤學「學習共同體」風靡全台，但批判之聲不絕於耳，其中

不乏指責老師「只會模仿、沒有思考」，殊不知臺灣優質的學界專家以及第一線教師其實

在引進學習共同體不久之後，走已經發展出本土化的「學共精神與做法」，甚而獲得佐藤

教授驚嘆與佩服。新加坡參訪帶給我們許多衝擊，學校制度多樣（初級學院、直通車、

自主學校）、學生自律性強（處處見到沒課、自修的學生）、課程實施方式多元（大講

堂、小組討論）、各式多功能的教學空間與研討空間等等。讚嘆之餘，本團老師們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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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外來做法不一定適應本土教育生態，但是他人成功經驗的確是當頭棒喝。全然移植

行不通，但轉化值得學習並且具體可行作法。 

 

(二) 跟世界接軌的教育 需要培養帶得走的能力 

  「帶得走的能力」出現在許多國家教育改革的文件中，OECD 所主張的 21st Century 

Skills 更是強化了「比分數以外」更重要的技能。然而，在強調考試績效的生態中，培養

「帶得走的能力」顯得格外費力。考試領導教學在亞洲國家並不陌生，學生升學壓力也

不小，新加坡也不例外。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考試方式和內涵重視思考與表

達，所以引導學生的方式自然與臺灣做法不同。此外，新加坡用多元課程來培養學生承

擔選擇、拔尖扶弱以及訓練自主學習的能力。臺灣最新教改提供契機，考試內涵逐漸從

記憶到分析思考、課程必選修比例調整，或許我們也能期待：「培育帶得走能力其實是可

以鍛鍊應考的能力，而這能力也是學生可以與世界接軌的技能。」 

 

(三) 跟世界接軌的教育 需要改革課程與教學 

  許多成功教育改革從課程面著手，適性選修、分組選修、特選課程甚至到「一生一

課表」，芬蘭如此、上海如此、北京如此、新加坡亦然，臺灣 107 新課綱可窺一二。開設

多元課程提供適性選擇，也是讓學生學習承擔責任。不過「課程的實踐在教學」，為了落

實理念及目標，多元課程需要更完整配套包括制度面的人力、經費與空間，以減輕老師

開課的負擔以及空間的窘困。制度面要爭取改革鬆綁（這在臺灣真的是條迢迢之路）之

時，教師從課堂上先做變化刻不容緩，提升教學和評量設計的效益。由於教師提升課程

發展的能力、課堂教學的實力，教師跳脫傳統框架，專業也得與世界教育接軌。 

 

三、信念 

  以上幾點「與世界接軌的教師」夢想相關的想法其實還只停留在技術面，從學校層

級來看，首要的事情倒不是在於決定該「做甚麼」或「怎麼做」，而是學校在行動前徹底

明白「跟世界接軌的教育‧學校的定位與責任」究竟為何?而這個問題與信念緊緊相關。 

 

  此行我們參訪三所新加坡中學，每所學校的願景都揭示培育國家人才的重要性，凸

顯教育的使命以及學校定位。臺灣歷次教育改革再再提醒學校在社會大組織中重要責

任，從國小、國中、高中職到大學都往「育人成材」這個大方向前進。臺灣的學校受到

「專案計畫」的洗禮，學校文件中也不乏明確的「願景和使命」，但因為學校願景未必從

共識出發，實際操作面上一方面試圖「掙脫升學績效的箝制」，培育終生學習、自主學習

的學生；另一方面仍「實施應試教育的模式」，期望學術表現上讓利害關係人認同。由於

兩者之間存在矛盾衝突，所以願景與使命容易流於口號。 

 

  仔細分析，「掙脫升學績效的箝制」和「實施應試教育的模式」也非全互斥。據我們

觀察，新加坡教育也有濃濃「考試引導教學」，但受訪的三所學校在協助學生升學過程

中，提供學生在學術上加深加廣的特選課程、適性探索的多元選修課程、激發潛能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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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活動。這些機制在我們的系統中有些已經行之有年（如社團），有些在十二年國教實施

後也漸漸開展（如各式選修）。比起以前，我們的環境雖然不完全有利於實現夢想，但也

並非全部充滿荊棘；誠然我們需要更多的資源以及制度的支持，不過等待中錯過的將是

學生、國家的未來。而可以拉近現實和夢想的就深植於信念，尤其是「學校選擇的價值

理念」。換言之，用 Simon Sinek 的黃金圈來看，若是大家對於最核心「WHY」有共識，

就有機會為學生學習創造不同的局面。 

 

  所以作為夢想基底的信念為何？我相信越來越多的學校已經不像以前一樣，只是讓

人詬病的「教育工廠」；我相信老師們厚實的專業知能將突破考試的硬土，開出燦爛的花

朵；我相信給學生足夠的機會，他們會做得比我們想像的更好更多；我也相信在目前困

難的環境中，家長會支持學校轉型，讓他們的孩子更加具備面對未來的能力。 

 

四、展望 

「If you don’t see the world, you don’t know where you are!」 

 

  百齡老師帶回所見所聞、經過深度討論、以百齡校園為基調，化為具體建議，這些

想法都將在這本報告中一一呈現。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出國前將本次參訪聚焦於四個面

向：（1） 學校願景與校園文化；（2） 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3） 教師專業發展與社群

運作；（4） 學生學習與校園營造，在老師們細心的觀察、深入的討論與反思，透過文字

的分享，我看見老師們也開始建構或堅定信念、共同分享對百齡未來發展的夢想。 

(一) 在學校願景與校園文化上，老師建議在校園中營造落實願景、使命與價值之環

境，並期待學校主動就校務願景與總體課程提出簡潔之具體目標與方案，在各

領域或各科教學研究會，以及共同備課之社群編組中進行討論與落實。 

(二) 在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上，老師們看到系統化「課程與活動」的重要性，並且

建議以現行各種「主題」鼓勵跨科合作；老師們也看到從國中開設專題研究培

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的可行性，並且建議部分學科分組教學的必要性。 

(三) 在教師專業發展與社群運作上，老師們從人事時地物一一分析，提供教師和行

政許多寶貴的意見。比方說，老師具體建議讓備課日與正式開學日之間空留一

段時間，供教師思考與規劃具體做法；另建議各領域、學科的教學研究會或學

習社群，在每學年初擇定至少一個年度工作目標，就此目標進行研討交流與計

畫。 

(四) 在學生學習與校園營造上，我們看到從課程設計來落實品格教育（生活常規、

服儀）的機會；我們也必須最佳化有限的資源，美化校園和充實教學空間設

備。 

  還有許多許多美好的藍圖在這次旅程中被勾勒出來。這是齡園力求「精益求精」以

及「出於藍，更勝於藍」、是行動的第一步。當更多百齡人乘著夢想的翅膀高飛，百齡會

更好。 

校長 邱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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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內容 

  此次公務出國係為本校課程發展教師專業社群國際參訪計畫，參訪地點為新加坡，其計

畫內容如下： 

一、計畫類別：參訪學習。 

二、項目名稱：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課程發展教師專業社群國際參訪計畫。 

三、前往國家：新加坡。 

四、參訪學術單位：美廉初級學院、華僑中學及立化中學共 3 所學校。 

五、出國日期：104 年 7 月 12 日（日）至 104 年 7 月 16 日（四），共 5 日。 

六、參訪人數：本校邱淑娟校長等同仁共計 15 人。 

七、參訪行程 

日期 參訪活動 參訪重點 

7 月 12 日 

（日） 
臺北／新加坡 

參訪資料準備 

參訪行前會議（分工及任務確認） 

7 月 13 日 

（一） 

美廉初級學院 

http://www.mjc.moe.edu.sg/ 

學校願景與校園文化、課程發展與教師教

學、教師專業發展與社群運作、學生學習與

校園營造、觀摩課程社及與實施、交流分享 

7 月 14 日 

（二） 

華僑中學 

http://www.hwachong.edu.sg/ 

學校願景與校園文化、課程發展與教師教

學、教師專業發展與社群運作、學生學習與

校園營造、大講堂教學及小班教學等入班

觀課、領袖課程、交流分享 

7 月 15 日 

（三） 

立化中學 

http://www.rivervalleyhigh.moe.

edu.sg/ 

學校願景與校園文化、課程發展與教師教

學、教師專業發展與社群運作、學生學習與

校園營造、入班觀課、國際青年領袖研討

會、交流分享 

7 月 16 日 

（四） 
新加坡／臺北 

彙整參訪資料 

參訪總結討論 

八、計畫目的 

(一) 汲取新加坡成功辦學經驗，開拓本校教師國際視野。 

(二) 透過交流座談、教學觀摩、經驗分享，瞭解並學習新加坡課程教學、學生學習校園

營造現況及其優點。 

(三) 借鏡教師專業社群發展與社群運作經驗，推動本校社群深耕發展。 

九、預期效益 

(一) 因著團員國際視野的擴展與凝聚力的增強，提升校務規劃品質與推動效能。 

(二) 取經新加坡，團員課程發展與教學知能獲得提升，有利課程發展團隊的形成，與專

業實踐。 

(三) 透過團員的分享與帶動，營造優質教師專業發展機制，強化教師專業發展績效。 

http://www.mjc.moe.edu.sg/
http://www.hwachong.edu.sg/
http://www.rivervalleyhigh.moe.edu.sg/
http://www.rivervalleyhigh.moe.edu.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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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參訪人員名單及任務分工 

NO 姓名 職稱 任務分工 

1 邱淑娟 校長 

1. 團長 

2. 統籌社群成員之教育參訪及座談活動 

3. 整理與導讀新加坡教育制度發展 

2 李登祥 
研發處 

主任 

1. 統籌本次參訪活動 

2. 參訪計畫之擬定與聯繫作業 

3. 辦理參訪活動相關行政庶務工作 

4. 全程重點行程紀錄 

5. 新加坡教育參訪成果報告整理與彙編工作 

6. 彙整參訪學校「學校願景與校園文化」、「學校簡介」面向 

3 劉文正 
總務處 

主任 

1. 辦理參訪活動相關行政庶務工作。 

2. 全程重點行程紀錄 

3. 彙整參訪學校「學生學習與校園營造化」、「教學參觀（教學觀

摩）」面向 

4. 引導與協助立化中學之討論與提問 

5. 學校參觀日誌及參訪成果撰寫 

6. 綜理及比較新加坡與臺灣的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之差異 

4 章瑄文 
圖書館 

主任 

1. 學校參觀日誌及參訪成果撰寫 

2. 彙整參訪學校「學生學習與校園營造化」、「教學參觀（教學觀

摩）」面向 

3. 引導與協助立化中學之討論與提問 

4. 綜理及比較新加坡與臺灣的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之差異 

5. 心得與建議 

5 顏淑君 
國文科 

教師 

1. 學校參觀日誌及參訪成果撰寫 

2. 彙整參訪學校「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教學參觀（教學觀摩）」

面向 

3. 引導與協助美廉初級學院之討論與提問 

4. 綜理及比較新加坡與臺灣的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之差異 

5. 心得與建議 

6 洪孟芬 
英文科 

教師 

1. 學校參觀日誌及參訪成果撰寫 

2. 彙整參訪學校「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教學參觀（教學觀摩）」

面向 

3. 引導與協助美廉初級學院之討論與提問 

4. 綜理及比較新加坡與臺灣的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之差異 

5. 心得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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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姓名 職稱 任務分工 

7 楊文莉 
英文科 

教師 

1. 學校參觀日誌及參訪成果撰寫 

2. 彙整參訪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與社群運作」、「專業交流」面向 

3. 引導與協助華僑中學之討論與提問 

4. 綜理及比較新加坡與臺灣的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之差異 

5. 心得與建議 

8 江炳憲 
數學科 

教師 

1. 學校參觀日誌及參訪成果撰寫 

2. 彙整參訪學校「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教學參觀／觀摩」面向 

3. 引導與協助美廉初級學院之討論與提問 

4. 綜理及比較新加坡與臺灣的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之差異 

5. 心得與建議 

9 唐書志 
數學科 

教師 

1. 學校參觀日誌及參訪成果撰寫 

2. 彙整參訪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與社群運作」、「專業交流」面向 

3. 引導與協助華僑中學之討論與提問 

4. 綜理及比較新加坡與臺灣的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之差異 

5. 心得與建議 

10 廖安淑 
自然科 

教師 

1. 學校參觀日誌及參訪成果撰寫 

2. 彙整參訪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與社群運作」、「專業交流」面向 

3. 引導與協助華僑中學之討論與提問 

4. 綜理及比較新加坡與臺灣的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之差異 

5. 心得與建議 

11 李亭誼 
地球科學 

教師 

1. 學校參觀日誌及參訪成果撰寫 

2. 綜理及比較新加坡與臺灣的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之差異 

3. 彙整參訪學校「學生學習與校園營造化」、「教學參觀（教學觀

摩）」面向 

4. 引導與協助立化中學之討論與提問 

5. 心得與建議 

12 周亞貞 
公民科 

教師 

1. 學校參觀日誌及參訪成果撰寫 

2. 綜理及比較新加坡與臺灣的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之差異 

3. 彙整參訪學校「學生學習與校園營造化」、「教學參觀（教學觀

摩）」面向 

4. 引導與協助立化中學之討論與提問 

5. 心得與建議 

13 葉瓊文 
地理科 

教師 

1. 學校參觀日誌及參訪成果撰寫 

2. 彙整參訪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與社群運作」、「專業交流」面向 

3. 引導與協助華僑中學之討論與提問 

4. 綜理及比較新加坡與臺灣的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之差異 

5. 心得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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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姓名 職稱 任務分工 

14 王斐瑩 
音樂科 

教師 

1. 學校參觀日誌及參訪成果撰寫 

2. 彙整參訪學校「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教學參觀（教學觀摩）」

面向 

3. 引導與協助美廉初級學院之討論與提問 

4. 綜理及比較新加坡與臺灣的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之差異 

5. 心得與建議 

15 劉安芸 
專案 

教師 

1. 參訪計畫之擬定與聯繫作業 

2. 辦理參訪活動相關行政庶務工作。 

3. 全程重點行程紀錄 

4. 新加坡教育參訪成果報告整理與彙編工作 

5. 彙整參訪學校「學校願景與校園文化」、「學校簡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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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參訪與觀課紀要   

壹、 美廉初級學院 Meridian Junior College 

一、 參訪日期：104 年 7 月 13 日（一） 

二、 學校地理位置：位於新加坡的東北部 

 
 

三、 學校簡史 

美廉初級學院建校於 2003 年，首任院長為賴春玲院長，林燕福院長自 2014 年起出任

第二任院長迄今，學院總面積為 6 公頃，校舍新穎美觀。學院在共同願景的主導下，敦促

學生邁向優秀的學習成果努力，並同時為他們提供多元化的學習體驗。建校至今，學院發

展迅速，成績斐然。自建校至 2011 年為止，已榮獲教育部所頒發的「最佳治校獎－教學」

（Best Practices Award – Teaching and Learning），「最佳治校獎－學生全方位發展」（Best 

Practices Award – Student All-Round Development），「最佳治校獎－教職員專業發展與福利」

（Best Practices Award – Staff Well-Being），「優異學校獎」（School Distinction Award），以及

「新加坡素質級學校」（Singapore Quality Class）等榮銜。自 2007 年起，考試取得就讀大

學資格的畢業生高達 99%。如今，美廉初級學院以優良的學習文化及許多體育和美育成就

著稱。 

 

四、 學校簡介 

(一) 學校規模 

1. 校地面積：約 6 公頃。 

美廉初級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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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員編制：院長 1 位、副院長 2 位、主任 14 位、副主任 20 位、教師 113 位及行政

同仁 28 位，共計 178 位。 

3. 學生人數：高一生 683 位及高二生 686 位，共計 1,369 位學生。 

4. 學制：高一、高二。 

(二) 學校願景：致力成為一所頂尖學府，成就優異的學術水平，提供豐富的學習體驗，塑

造積極學習的優良文化。 

(三) 學校使命：培育莘莘學子，使其在具有挑戰性的社會中盡其領導和服務的職志（To 

cultivate learned men and women of caliber, with the heart and will to lead and serve in a 

challenging world）。 

(四) 學校價值觀：勇氣（Courage）、目標（Purpose）、人格（Character）。 

 

五、 參訪紀要 

    一個良好的學習氛圍，是經由許多元素去架構的，包含家庭情感在學校的延續、學生

的學習態度、老師的授課心情、上課的教室環境、校園文化的呈現、各角落的情境教學，

所以不敢漏掉校園一草一木啟思對教學的影響，在此亦一筆筆記下。希望拋磚引玉，可以

牽成更多的教學靈感。 

  本校至美廉初級學院參訪流程如下： 

時間 活動 地點 參與人員 

08：50 

| 

09：00 
歡迎與合照 行政樓前 

美廉初級學院林燕福校長 

母語部黃潮興主任 

百齡高中邱淑娟校長等 15 位團

員 

09：00 

| 

09：45 

學院簡介與致意 

（含新加坡學制概況）  
會議室 

美廉校長林燕福主持 

母語部黃潮興主任報告 

09：45 

| 

10：25 

專業交流與小組對話 會議室 
部門主任/科目主任 

和參訪老師分組對話 

10：25 

| 

12：00 

校園參觀暨觀課 

（物理、數學） 

校園 

指定教室 

校園巡禮 

物理課、數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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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歡迎與合照 

  一進校園，映入眼簾的就是嵌在主體建

築上的「學校使命」及「學校價值觀－勇氣

（Courage）、目標（Purpose）、人格

（Character）。」。禮記有云：凡學，士先

志。正是這樣的體現。學生每日上學，都能

再一次強化學習的願景，在耳濡目染中，漸

漸成為「勇氣十足、目標遠大，人格高尚」

的領袖。 

(二) 學院簡介與致意 

透過該校母語部黃潮興主任的介紹，即可深刻了解學校自 2003 年建校以來即定位

「致力成為一所頂尖學府」，著重於學術培養、學生學習的體驗和在教師及學生間推動積

極學習的文化。使命為培養學術成就的好學生之外，還要培養對社會的責任感、領導才

能、服務大眾的意願與職志；另學校之課程設計以 3C 為課程框架，分別為建構

（Construct）知識、連繫（Connect）自身與外在世界、培養（Cultivate）優良的習慣和

正確價值觀，皆圍繞於學校價值觀進行教學，進而塑造學習之主動性，老師及校領導適

當授權，提供學生淺移墨化良好的學習環境。 

  

母語部黃潮興主任進行學校簡介 

照片左起為李登祥主任（百齡高中）、邱淑

娟校長（百齡高中）、林燕福院長（美廉初

級學院）、黃潮興主任（美廉初級學院） 

學校的重要門面---溫馨簡報室 

有時簡報室是學校的另一種門面，或許主導

著外賓對學校運作的第一印象，美廉此間簡

報室約可容納 30 人，便於對談（有面對面的

安排），也便於瀏覽投影布幕的資料。「距離

不會太近，或太遠。」是空間設計，也是理

性溝通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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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學制概況 

進行學校簡介時，黃主任先以新加坡教育制

度切入，使同仁能更為進入狀況。 

致贈「詩韻之交」紀念水晶座 

照片左為邱淑娟校長（百齡高中），右為林燕

福院長（美廉初級學院） 

  
致贈本校 25 週年紀念提袋及學生圖像卡片 

照片左為邱淑娟校長（百齡高中），右為林

燕福院長（美廉初級學院） 

回贈美廉初級學院校刊 

照片左為邱淑娟校長（百齡高中），右為林燕

福院長（美廉初級學院） 

 

紀念照片 

此為當天來協助拍攝的攝影社

同學的作品，美廉立刻將其彙

整並印製成美麗的紀念照片，

讓所有參訪同仁感到驚喜。 

 

(三) 專業交流暨分組對話 

簡報後，美廉初級學院安排了專業交流暨分組對話，共分為行政、數學、科學、歷

史及體育五組，並由該科的科主任（與臺灣學校的學科召集人相同）與我們進行交流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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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本校參訪同仁則依據任教的科目選擇相近的學科，與各科主任進行交流討論。其彙

整內容如下： 

1. 行政組 

(1) 參與同仁：黃潮興主任（美廉初級學院母語部）、劉文正主任、江炳憲師（百齡高

中） 

   

行政組進行交流討論-1 

照片左為黃潮興主任（美

廉初級學院），右為江炳

憲師（百齡高中） 

行政組進行交流討論-2、3 

照片自左依序為為黃潮興主任（美廉初級學院），劉文正

主任（百齡高中）、江炳憲師（百齡高中） 

 

(2) 交流對話內容整理 

Q1：美廉如何落實學校願景使命與價值觀？ 

A1： 

A. 美廉初級學院的建校使命是「培育莘莘學子，使其在具有挑戰性的社會中盡其領導

和服務的職志」。校長希望校內同仁充分了解使命，並竭盡所能擔負職責，因此，

招考老師相當慎重。 

B. 校長於新生入學時，利用朝會精神講話，讓學生了解使命和共同價值觀：勇氣，目

標，人格。學院師長希望學生本諸良好的價值觀和端正的品格，過充實有意義的生

活，精進果毅。 

C. 學校願景與教學理念明確，學校全體師生得以上下同心，一起努力，共創美廉學院

未來。 

Q2：面對各初級學院強大競爭，美廉如何維持優勢，吸收優質學生就讀？ 

A2： 

A. 科主任對新進教師作專業成長培訓，教師必須充分了解學校的課程及高中教育制

度，培訓中激發教師有創新的教學教法。 

B. 2011 年起每年辦理 2 次，每次為期 2 天全校老師分科共同備課，主要是針對課程內

容或教學方法或學生學習，作批判性思考，加強彼此合作、溝通及交流等，今年討

論主題為創新教學。 

C. 提供資訊科技等資源，教師適時融入教學中，學生可隨時利用資訊平台，提升學習

成效。 

D. 教學過程中，教師察覺學生學習落後時，利用課餘時間與學生做 1 對 1 補救教學。 



14 

E. 行政須到中學行銷，闡述學校辦學理念與績效，吸引更優質學生進入美廉學院就

讀。 

2. 數學組 

(1) 參與同仁：Mr Hansel Lin 主任（美廉初級學院數學部）、李登祥主任、唐書志師、

洪孟芬師（百齡高中） 

  

數學組進行交流討論-1 

照片自左依序為 Mr Hansel Lin 主任（美

廉初級學院數學部）、李登祥主任、唐書

志師、洪孟芬師（百齡高中） 

數學組進行交流討論-2 

照片自左依序為李登祥主任、唐書志

師、洪孟芬師（百齡高中）及 Mr Hansel 

Lin 主任（美廉初級學院數學部）、 

(2) 交流對話內容整理 

Q1：美廉如何落實施 H3 的課程？ 

A1： 

A. 在美廉，H3 大多數由大學的教授授課，較少由高中教師提供，學生會到大學去上

課，課程內容大多數為大學的主題，難度約為大一數學課程。而要選修 H3 的學生

必須在高一升高二的升級考試中 H2 的成績要蠻高的 A 以上，再加上老師的推薦才

能選修。 

B. 有時選讀 H3 的人數過少，大學端可能開不了課或要和大學生一起上課。其他數學

成績程度優異的學校，H3 課程可能由校內老師開課教授。（Mr Hansel Lin 主任以前

待過教育部，之後到新加坡國立大學附設的高中任教，並教授過 H3 課程） 

Q2：新加坡教師的調動制度為何？ 

A2：新加坡教師調動會依教師的意願，並由政府統一進行調動，教師如有意願提出申

請，由政府進行調動，進一步再由該校校長進行面試；而目前美廉初級學院教師在校

服務年資平均約 4 到 5 年，部分教師則從創校任教至今。 

Q3：美廉數學科的命題機制為何？ 

A3： 

A. 學校考試由科主任或副主任先決定主題（topic）再發給各位老師，並設定簡單、

中、難三組題目的比率，另告訴命題老師要考哪些概念或 key words，也會根據以前

出現過的題目進行變化出題，副主任則會針對題目再次確認是否符合命題目標；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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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約 5 到 6 星期完成一份考卷。另校內每個星期皆安排 level meeting 供教師討論題

目。 

B. 高一考試時間：6~7 月及年底。 

C. 高二考試時間：3 月、6~7 月、10 月。 

Q4：美廉數學科教師專業發展或互動情形為何？ 

A4： 

A. 關於教師專業發展－由於資深教師（senior）較了解學生學習中可能面臨的困難，因

此資深教師會引導並協助資淺教師教學中需注意的事項及一定要教授的主題。另資

深教師會進班觀課。教師會亦有教學的 journal，開會時也可互相討論。 

B. 分享數學教學 APP：Socrative、GGB、Graphic caculator，但 APP 只是教學的一種變

化。 

C. 大講堂上課時也會鼓勵學生分組討論，上台講解，但還是需要教師指導找出重點。

大講堂式上課在新加坡是常態，讓學生養成好的讀書習慣，讓學生準備好大學上課

的方式。教材方面是自編教材，補習現象仍然普遍存在。 

3. 科學組：參與同仁－美廉初級學院科學部主任、廖安淑師、李亭誼師（百齡高中） 

  

科學組進行交流討論-1 

照片自左依序為李亭誼師、廖安淑師（百

齡高中）及美廉初級學院科學部主任 

科學組進行交流討論-2 

照片自左依序為廖安淑師、李亭誼師

（百齡高中）及美廉初級學院科學部主

任 

4. 歷史組 

(1) 參與同仁：Ms Wong Hsien Hui（美廉初級學院歷史科主任）、顏淑君師、周亞貞

師、葉瓊文師、楊文莉師（百齡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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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組進行交流討論-1 

照片上排自左依序為葉瓊文師（百齡高

中）、Ms Wong Hsien Hui（美廉初級學

院）、楊文莉師（百齡高中）；下排自左依

序為顏淑君師、周亞貞師（百齡高中） 

歷史組進行交流討論-2 

照片左邊自上依序為楊文莉師（百齡高

中）、Ms Wong Hsien Hui（美廉初級學

院）、葉瓊文師（百齡高中）；右邊自上

依序為周亞貞師、顏淑君師（百齡高

中） 

(2) 交流對話內容整理 

Q1：美廉歷史科課程規劃為何？ 

A1： 

A. 美廉初級學院授課時並沒有固定的課本，教師必須依據國家所制定的課綱來規劃課

程，而所研發的教材也必須達到各項明確的學習能力指標。 

B. 基本上學校課程所依循的課綱，一切皆以國家發展為主軸來教導，國家政策有改

變，課綱也會調整，相對教材和評量也會改變。例如：科主任本身教授世界經濟

史，前幾年她授課的內容聚焦於對中國和日本經濟的研究，最近則因課綱調整，轉

而教授臺灣、南韓的經濟發展實況。 

C. 對於課程的範圍也有刪選，比如對於東南亞的歷史，不是從遠古開始教起，而是只

從 20 世紀至 1945 年二戰起。最近課綱則又將課程範疇調整成 1990 年至 2014 年。

如此主題式的教學，讓學生學近期或立即的資料，似乎滿有效率的。 

Q2：美廉歷史科教師專業發展或互動情形如何？ 

A2： 

A. 因為上課沒有固定教材，因此教材必須由教師共同研發，此時所謂的「教學研究

會」就必須發揮實際的功能，並且顯得更重要；各科以科主任為召集人，一星期進

行 2 次科會議，藉此討論課程教材。 

B. 為因應課綱不斷改變，因此教師需具備創新改變的教學理念，教師培訓或研習也必

須跟上課綱改變的步伐，其目的皆以深化課堂教學為主。 

C. 學校每年舉辦 2 次共同研習日，時間訂於開學前，為期 1-2 天（類似臺灣的備課

日），並規定全校老師皆必須出席。 

D. 另外，政府亦制訂教師到校外培訓的權利，每年上限為 100 小時（類似臺灣領域共

同時間可至校外研習）。但新加坡以權利 2 字形容，即透露出政府重視教師培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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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才會把此事視為權利，如此可見其專業及敬業。 

Q3：美廉歷史科教師教學與學生作業評量情形為何？ 

A3： 

A. 科主任表示其上課方式大致以「Team based learning」（小組討論模式）來進行教學

（相信這也是其他老師可能運用的教學方法）。 

B. 針對作業，曾經好奇所看到的一條資料「各科會統一調配考試與作業量，避免同一

時間學生負擔過大」。針對此點，科主任表示這資料是正確而非空談，他們有作業

協調平台，學校網頁中有一欄「Teacher sharing folder」（註：學校師生才能登入）

裡面會公布各科作業份量及考試的時間表，各科老師可以據此調整所規定的作業和

考試。 

C. 關於考試評量，得知他們的考試（包括平常考和定期考）是不考選擇題的。他們採

取「Handwriting」議題式短論文（essay）寫作來評分。例如他們歷史科的定期考試

是 3 小時寫作 4 題的短論文（申論題）來評量學習成果。此點令人震撼。 

其他： 

A. 新加坡也有統籌 PSLE、O 水準、A 水準等考試的單位—SEAB（The Singapore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Board）新加坡考試與評鑑局。 

B. 2012 年新加坡成立第四所公立大學—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Singapore Univre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簡稱 SUTD）可見新加坡重視科技教育的走向。但是科

主任也說沒什麼人要去唸，令人不解，但也無法細問。 

5. 體育組 

(1) 參與同仁：美廉初級學院體育科主任）、章瑄文主任、王斐瑩師（百齡高中） 

  

體育組進行交流討論-1 

照片自左依序為章瑄文主任（百齡高

中）、美廉初級學院體育科主任、王斐瑩

師（百齡高中） 

體育組進行交流討論-2 

照片自左依序為章瑄文主任（百齡高

中）、美廉初級學院體育科主任、王斐瑩

師（百齡高中） 

(2) 交流對話內容整理 

Q1：美廉學生社團活動與學生課後學習為何？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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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在美廉初級學院體育科主任興趣是攝影，也有專長，他可以指導攝影社，那體

育性社團誰帶？美廉體育科主任則回答由外聘教練擔任。而在台灣，則會強調音樂老

師有義務帶合唱團與直笛隊，若聘請外聘教練訓練，會支出額外費用是不合常態的，

傾向所有社團盡可能由校內尋求師資。此點和新加坡是不同的。 

Q2：美廉學生社團活動與學生課後學習相關經費為何？ 

A2： 

 新加坡 台灣 

經費 
社團指導費皆由學校統一支出，學生不

用另外單獨花費 

學校補助部分經費，或依社團評鑑給予

獎金，但不足部分由學生繳交社費或對

外廣告企業募款而成。 

  新加坡政府認為若孩子有潛能與興趣，國家負擔全國社團教育費用是合理的，並

非要求學生自行吸收。臺灣多數民眾則持有使用者付費之原則，由團員共同分擔指導

費，才符合社會資源分配之公平性。 

Q3：美廉學生社團活動成果發表情形為何？ 

A3： 

 新加坡 台灣 

成果

發表 

有固定的成果發表，並分為動動、靜

態之性質。 

校內辦理「藝術周（Arts Fest），由相

關性質的社團一起合作 

校外辦理演藝廳演出，家長可以共同

參與 

有固定的成果發表，以動態為主 

校內則利用班周會兩節課一起進行社團

發表 

校外表演多由學生與他校聯合辦理，並

於校外另租借場地 

  利用不同的社團性質辦理藝術週、體育週等活動，讓各社團成果可以被看見，且成

果呈現不單只是表演，尚會利用活動當週每天的 3-5 點於校園各處擺攤進行樂器教學體

驗、彩繪等較靜態的活動。 

    靜態則利用校園角落進行作品展示，並可分為常態性與活動性兩種，讓學生作品被

看見，如後於校園參訪時，可於辦公室走廊看到攝影社學生的作品，參訪當天亦是攝影

社的學生來協助拍照；如此便可增加學生相關的經驗，進而累積活動的成就感。 

 

 

 

 新加坡 台灣 

時間 星期三、五下午 3-5 點課後時間 本校為星期五 3-5 點排在課程表中 

師資 

社團指導老師有分校內老師與教外教

練外聘；比較特殊的是依教師興趣作社

團指導老師，而非傳統教師任教科目的

刻板印象。 

指導老師亦有校內老師與教外教練並

行，並以教師任教科目作為社團指導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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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校園參觀暨觀課 

 

校園最美的風景---自主學習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總觀美廉的教育，就

是為學生佈置充裕的時間（學生有空堂）、和空

間（如圖），校園各處都備有長條桌椅（空位子

都乾乾淨淨），也到處可見三五成群討論的學

生。原來校園最美的風景是學習。 

 

重效率的學習方法 

參訪時，發現學生在數理的課堂上，可以使用

計算機，這和臺灣苦練計算能力的基本功，顯

然認知不同。小小動作，卻代表不同的教育價

值觀，令人有大大感觸。有效教學，重效率，

也重效能。他們似乎從小地方正落實這種信念。 

 

特殊有創意的教室設置 

「白板」是白板漆漆成的一大面牆，天花板上

設置角度合宜的單槍，老師授課可在投影牆上，

或標注重點、或大量板書，甚至還有空間請同

學一起實作。很精準以獨具巧思的設備，幫學

生「布置或安排有助學習的環境」，非常實用！ 

 

隨即創造小組討論的空間 

在美廉的教室中，除了一般的桌椅外，教室兩

旁皆另外有這種活動式的桌子，其展開後即可

併成六角型的圓桌，利於教學時可進行小組討

論之活動。 

 

尊重老師的一方天地 

右邊感應器，能讓老師解瑣進入辦公室，學生

不能任意進入，若有事找老師，得通過電話,按

撥老師代碼，交待事務或請老師出來。辦公室

成為注重老師隱私的空間。對老師的尊重，從

這些生活細節教育中，慢慢的耳濡目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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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聲傳遞，無限情感 

一格一格的櫃子，是一位一位老師的信箱，舉

凡學生作業、報告，或是其他資料的傳遞，都

可投置其內。師生交流又多了一種管道，給學

生方便，不干擾老師，也是另一種尊師重道的

教育。所有同行的老師，都很讚許。 

 

人間最優雅的姿態 

此景雖不陌生，但看到仍舊感動。師生互動一

直是人間最優雅的姿態。不過這場景在新加坡，

不會侷促在狹隘的辦公室，或是不能盡情討論

的圖書館，時間也不會擠在 10 分鐘的下課時

間，時間空間都從容了，當然姿態更顯優雅。 

 

深厚默契，自然展現 

乾淨的桌面，其實是外聘人員幫忙清潔，所幸

學生們也大多自動自發，按照規矩，共同營造

一個良好的用餐環境。這種校園氣氛，是必須

有深厚的學校認同感才能圓滿，這默契更需長

期教育培養。小地方，也是大教育。 

 

無所不在的境教 

一個個大型立牌，是學校合作社歷史的介紹，

讓同學知道合作社由來及傳承，體會一事一物

得來不易，更內化為飲水思源。深化學生的思

考及感受力，希望每位同學知福惜福再造福，

這絕對是必要且重要的情境教學。              

 

因地制宜，無所不用其極 

攀岩，是時下流行很具挑戰的運動，在校園某

處的樓梯柱子上，竟發現它的身影。學校想盡

辦法善用空間，把流行帶進學校，投學生所好，

更讓學生體會學校的用心，喜歡在學校學習。

此種創造多贏的局面，何樂而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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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小結 

(一) 美廉願景明確，並系統性落實推動於校園之中 

    學校定位明確，願景不僅從一進入校園便印入眼簾，連課程教學也圍繞著願景、目

標，目的即培養學術能力強及具有國際觀的學生，可見其重視學生的體現。美廉自第一任

校長便開始帶領全校教師形塑學校願景，逐漸形成以「勇氣、目標、人格」之價值觀，即

顯見師生參與程度高，其共識也可顯見。另學校也善用教師會議及學生重要集會明確傳達

價值觀，可讓人感受其重要性，淺移墨化深入全校同仁之中。 

 

(二) 教師專業發展內化於教學之中，專業自然外顯 

     經過半天參訪美廉的行程，處處可見男教師一定是著襯衫與西裝褲，女教師則大部分

著洋裝，並且教師看起來皆相當年輕，其服儀及校園營造高度發揮身教及境教，形成自重

自律的校園文化。 

    另美廉對教師的基本要求即是需對高中課程內容的專精，同時也必須對高中教育制度

有相當瞭解才能指導學生。校內也由科主任帶頭，安排校內培訓之時間，進行以校本為主

的創新教學法，學校也安排每位教師每周有 1 至 2 小時的共同討論時間，並安排一年兩次

的專業培訓，利用開學前的時間，依教師學科分組進行主題式對話、分享與交流等，且新

加坡的高中教師研習以學術為主及以深化課堂的教學法為主，並給予教師校內外 100 小時

的培訓權利，學校行政亦給予相當的支持，例如協助找代課或聘請代課教師以彌補教師外

出研習時遺留的課務。 

 

(三) 學校經費使用自主性高，創造溫馨的師生共學的校園環境 

    美廉校地約 6 公頃，新加坡政府依據學校設立的時間給予不同比例的經費，據了解，

政府投入校園營造的預算充足，且校長擁有權力決定校內小型的工程，但大型工程仍由教

育部統一管理，皆由教育部核定經費後校方自己決定工程內容和時間表，和台灣先決定工

程再給經費的方式不同，顯見學校對於經費使用的自主性高。 

    也因就學校經費使用彈性高，可見校園內建築設計活潑，有許多親近學生的元素，例

如善用校園角落，融入學校歷史或學生成果做成裝置藝術，校園內也遍布自習空間（多元

學習角落），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與管理，提供學生之間或師生間交流的良好場域。 

  教師的辦公空間與教學場域有明確的區分，有安全門禁措施、學生繳交作業箱、電子

佈告板等，學生不可逕自進入教師辦公空間，如有問題則必須透過電話與老師另外約地方

進行討論，給予教師相當的尊重與隱私。 

    而觀課過程中，可見教室設備簡潔（線路皆隱藏式）且具高使用能效，減少許多不必

要的耗材支出（如投影布幕、粉筆等），不僅讓教室環境乾淨，也符合教學與學習的需求；

教室硬體設備並配合課程規劃與不同的教學情境，如有些教室配有小組討論的討論課桌

椅，可立即將教室變身為小組討論情境。 

 

(四) 巧思是人設計出來的，氣氛是人營造出來的 

總結在美廉初級學院的感觸，是很多學校角落都獨具巧思，而且校園中所散發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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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氛相當濃厚。可以確定的是，所有巧思是人設計出來的，這些氣氛是人營造出來的，都

是學校師生共同努力的成果。看看別人想想自己，他人的優點，絕不是一味的得天獨厚，

反而是十足的勢在人為。既然成敗可以取決在人，則努力的精益求精是可掌握的、可行

的。很希望可以把這樣的精神，帶回自己的教學現場，讓教學的成果可以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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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華僑中學 Hwa Chong Institution 

一、 參訪日期：104 年 7 月 14 日（二） 

二、 學校地理位置：位於新加坡的中部偏南 

 

三、 學校簡史 

  華僑中學（下稱華中）自 1919 年由陳嘉庚先生創辦，最初創辦之目的即是為了讓東南

亞的華僑子弟在小學畢業後可以繼續升學，完成中學教育，發展至今，華中已成為新加坡

的一流學府，不僅是學生學業成績表現優秀，於領導才能、體育運動、課外活動、社區服

務、科技研究等領域也表現優異。 

  於 1988 年，華中成為教育部自主學校，享有更大的自主權，能自行規劃具學校特色的

教育計畫，並發展和擬訂課程及相關活動。自 2000 年至 2003 年，華初連續 4 年在新加坡

初級學院排行榜上名列第一，更為其頂尖學府的地位更為突顯。2005 年，華中率先開設了

雙文化課程，並與華中初級學院進行合併，正式提供 6 年直通車綜合課程的全面教育。

2007 年，華中更於中國北京設立衛星校園，學校所有修讀雙文化課程的學生每年皆必須到

北京校園學習半年，直接體驗不同國家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等，也因此華中可

謂是一所提供優質直通車綜合課程的頂尖自主學校。 

 

四、 學校簡介 

(一) 學校規模 

1. 校地面積：約 29 公頃。 

2. 學制：初中 4 年，高中 2 年。 

(二) 學校願景：打造全人教育、陶冶熱愛生活、關愛他人、為社群謀福利。 

(三) 學校使命：培育為國為民之科研，商企與政界領袖。 

華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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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校價值觀：自強不息、己立立人，己達達人、飲水思源。 

 

五、 參訪紀要 

時間 活動 地點 參與人員 

08：45 
抵達華僑中學 

簡單的校園導覽 

華中 2 號

門前廣場 

華中育人科長李開森 

百齡高中邱淑娟校長等 15 位同

仁 

08：50 

| 

09：50 

華中簡介簡報 會議室 
華中副校長陳國良主持 

華中育人科長李開森報告 

09：50 

| 

10：20 

專業交流暨綜合座談 會議室 

華中副校長陳國良 

華中育人科長李開森 

百齡高中邱淑娟校長等 15 位同

仁 

10：20 

| 

11：00 

校園參觀 

高中部 

美術館 

校史室 

華中育人科長李開森 

11：00 

| 

12：00 

觀課（英文、數學） 

*另詳「觀課記錄」 

城毅樓 

A315 
 

12：00 

| 

13：30 

用餐暨專業交流 會議室 

華中副校長陳國良 

華中育人科長李開森 

百齡高中邱淑娟校長等 15 位同

仁 

13：30 合影留念、致贈禮品 會議室 

華中副校長陳國良 

華中育人科長李開森 

百齡高中邱淑娟校長等 15 位同

仁 

 

(一) 抵達華僑中學 

  一抵達華僑中學後，便由華中的育人科長李開森

迎接我們，並看到華中著名的科研樓，其結合大學資

源，供學生進行科學專題的研究工作，並強調非一般

實驗室所能比，隨後繞過以中文為裝飾的穿堂後，便

抵達本次華中接待的會議室。 

 

(二) 華中簡介簡報 

  因華中校長另有要事無法前來，故本次的參訪由華中的副校長陳國良先生及育人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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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開森先生進行接待，並隨即進行簡介。 

  介紹由華中的歷史開始，一開始先進行華中的影片介紹，以華中培育出各個領域的人

才輩出破題，學生於各個領域皆表現傑出（如體育、藝術、音樂等），顯見華中使命－培育

全面的優秀人才、培育領袖的頂尖學府。 

  影片結束後，即從華中的歷史背景開始介紹，皆可體會其創校近百年的悠長優秀的歷

史，如優先於 1979 年開設新加坡唯一的人文特選課程，以培養國家級政府組織領導人為目

標；2005 年與華中初級學院合併，正式開始實施「6 年制直通車」綜合課程；2007 年於北

京設立衛星學校，2009 年更開始舉辦國際青年科學論壇，邀請諾貝爾獎得主一同參，並廣

邀各國優秀學生一同參與，實屬一大盛會。 

  華中以「熱愛生活、關愛世人、為社會謀福利」做為哲學起點，建立「未來學校」做

為理念，「發掘潛能、培養興趣、鞏固知識」做為課程設計的準繩，開設美術、音樂、科

研、語文、雙文化、人文學科、企業金融等多門特選課程，以及海外服務與領袖培育課

程，搭配該校的潛能發展計畫，努力協助學生「全面化」。例如利用每年 6 月、12 月假期

安排學生海外遊學與營隊訓練、安排「華中精選周」讓學生每學期有 2 天自選喜歡的課程

去上課體驗（這 2 天並無安排正式課程）等，顯見學校並非僅重視其課業成績，更看重學

生的全人發展，故學生於體育與藝術表現也相當卓越。 

 
  

華中接待會議室 

此間會議室約可容納 20 人左

右，便於對談，也便於瀏覽

投影布幕的資料。 

華中育人科科長李開森先

生進行華中簡報及介紹 

後由華中副校長陳國良先生

進行課程設計之補充與介紹 

 

(三) 專業交流暨綜合座談 

    簡報結束後，即進行專業交流暨綜合座談，與前一天美廉初級學院參訪不同，在華中

直接以問答方式進行，下為華中參訪的交流整理： 

 

Q1：請教華中教師的專業發展及教師之間的互動如何？又學校是如何支持教師，使其能有

如此豐富的產出？  

A1： 

1. 華中每年皆編列 4%的預算贊助於教師研習上，凡是教師感興趣的課程、研習、研討會

等，皆可進行補助，甚或如果想到國外參加研討會，學校也會全額補助。 

2. 另華中每年會與南洋女中合辦教師專業研究發表會，學校即會鼓勵教師多參與研討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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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發表，並回國分享。 

3. 學校並設有教師培訓中心，設置一位科長專職負責培訓課程，統籌辦理學校老師的校內

外研習，或鼓勵教師到其他地方或國外上課；另因學校可招聘未修習教育學分的優秀教

師，教師培訓中心亦安排相關課程協助這些教師取得文憑。 

4. 學校也允許教師於學期中請假進修研究所碩士與博士、論文寫作。 

5. 鼓勵教師一年至少去校外研習 2 次，校內同一部門的教師討論更是不計其數，且多數的

研習時間皆是教師利用放學後或有空的時間。 

6. 鼓勵資深老師與資淺教師一同準備課程，並且視輔導年輕教師為一種終身學習精神的體

現。 

7. 華中亦有一個「IQ」制度，教師如有教學上創新的新點子，可以將新點子呈上去，學校

會有審查研究小組，如審查通過，則給予老師獎勵金，並於每學期的一次會議中讓老師

發表，亦對外發表分享成敗經驗。 

8. 學校設有「Teaching and learning」社群網頁，留存歷年資料供所有教師參閱，但僅供校

內教師登入使用。 

 

Q2：一位老師一星期上幾堂課？ 

A2：學校授課是以小時計算，一般平均是 12 小時，教授理科的教師可能多到 14 小時。 

 

Q3：各個部門教師間的交流狀況如何？ 

A3：各部門會依據科長的要求而有不同的交流狀況，平均一個星期會有 1~2 小時的共同時

間，針對教材教法進行討論，且教學的材料、教法皆是各個部門所討論出來的，課程章節

是統一的，各部門教師皆可互相協助、檢核課程的執行進度（華中稱 Quality control）；甚

至有些部門會另組織研究小組，針對課程未來發展的方向進行研究（例如學校即有生物老

師到大學研習，研究如何運用於高中教學，並於實施後於校內與同仁分享）。 

 

Q4：請問新加坡教師如何分級？ 

A4：依職稱來說分為三級（GEO、GEOA、SEOA），各級間更有細分等級。其中最高等級

的教師其駐點在教育部，可遊走各學校，以提升教師教學品質或協助學校辦理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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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校園參觀 

  

學生作業櫃 

華中一樣有設置如圖中的櫃子，上面是老

師的姓名，學生如有作業需要繳交則直接

投進老師專屬的櫃子，並不會直接進入辦

公室找老師，同樣保留老師的隱私 

華中校園一隅 

建校近百年的學校，校園處處充滿古色古香的

中國氣息，且因校園腹地廣大，有許多廣場設

置了綠地，令人感到相當舒服 

 

 

學生置物櫃 

校園處處可見供學生放置物品的櫃子，但

在參觀校園過程中，發現大部分學生還是

習慣背著背包，手裡拿著書行動 

教學設備收納乾淨且方便使用 

上圖為華中小講堂的投影設備，所有線材統一

收納，並且筆電是固定放在小講堂中供教師使

用，免去教師如換教室上課需自行攜帶教具的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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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展覽 

華中的美術館為常態展

覽，經常性展覽學生的美

術作品 

學生作品 

立體的房子 

學生作品 

一個立體的大輪盤

（約為一個牆面

大，比人還要高） 

學生作品 

學生繪製的四格漫畫 

  

校史室一隅 

校史室藏身於華中圖書館內，裡面多以照

片、圖像呈現華中的歷史，讓故事讀起來輕

鬆有趣。 

圖書館一隅 

圖書館提供查詢資料及休憩的空間，沒課的

學生即會來此讀書、查詢資料或稍做休息 

 

(五) 觀課（詳見後 P.100 華僑中學觀課紀錄） 

  華中分別安排兩堂課程讓本校同仁進入教學觀摩，分別為數學及英文，兩堂課程皆不

便照相及攝影，故此部分未提供觀課照片，僅以觀課紀錄為主，兩堂課的課程資訊如下： 

1. 數學課 

(1) 授課方式：大講堂。 

(2) 課程時間：1 小時（11：30~12：30）。 

(3) 學生人數：約 450 名左右，共計有 18 個班的學生。 

2. 英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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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授課方式：分組教學。 

(2) 課程時間：1 小時（11：00~12：00）。 

(3) 學生人數：23 名。 

 

(六) 用餐暨合影紀念 

  觀課完後，華中很貼心的準備午膳供使用，我們並於用餐時邊進行觀課討論及參訪心

得分享。 

  

致贈「詩韻之交」紀念水晶座 

照片左為陳國良副校長（華僑中學），右為

邱淑娟校長（百齡高中）  

致贈本校 25 周年紀念袋 

照片左為陳國良副校長（華僑中學），右為

邱淑娟校長（百齡高中） 

 

大合照 

兩校同仁一同在華中著名的鐘樓及創辦人陳嘉庚雕像前進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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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小結 

(一) 華中具宏觀遠大的願景，明確的使命與價值觀 

  從參訪到結束，明確的感受到華中的願景、使命及價值觀深刻落實在校園及師生之

中，為了培育全方位的人才，其課程涵蓋語言、人文藝術、數學與科學。學生學習除了專

精課業外，華中更開設多門課外活動及特選課程供學生修習，其具備前瞻的思維。 

  除此之外，學校也重視學生服務學習面向，走向國際之外，更希望學生能往弱勢或非

都市地方探索，使其在全面培育之外，更具備國際觀。 

 

(二) 校園文化呈現多元風貌 

  華中校園文化令人感受到宏觀、多元，卓越、前瞻，傳承，服務、自主；因校園腹地

廣大，建校歷史悠久，其文化資產保留相當豐富，校園建築物新舊融合，但卻感受不出有

近百年歷史，感受的即是古色古香的氣息。 

  因華中校友人才輩出，在各個領域皆有優異卓越的表現，而學校也靈活善用校友的力

量，辦理各項活動、競賽皆邀請到校友的大力支持，進而淺移墨化有傳承的力量，讓在學

的學生具備自信且自主性強。 

  此外也重視全人教育，學生平均需完成 110 小時的社區服務，學校更訓練學生展現其

領袖才能，如辦理一年一度的高峰會議，學生的理事會制度（student coucil）及其社團活動

表現活躍等。 

 

(三) 校園建築規劃重視歷史文化的底蘊 

    其校園建築充分利用歷史元素，利用建築設計傳達文化內涵，但卻又可透過空間佈置

和氣氛營造，塑造活潑的學習氣氛，並利用校園角落或開放的美術館展示學生成果，適當

的與校史融入，再再傳達其建校悠久的氣息；但某部分校園營造的無障礙設施標示不夠清

楚，教室外走道寬度略嫌不夠，災難發生時學生可能難免碰撞擁擠，也發現消防設備稍嫌

老舊，有進行消防演練但似乎沒有進行避難或疏散演練（這是否也與新加坡天災不多有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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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立化中學 River Valley High School 

一、 參訪日期：104 年 7 月 15 日（三） 

二、 學校地理位置：位於新加坡的西南部 

 

三、 學校簡史 

    立化中學自 1956 年建校，1979 年被選定為特選中學（Special Assistance Plan），1986

年因校園腹地過小，因此改制為半日制學校，後因尋找新的校園腹地後，於 1993 年恢復為

全日制，1994 年，立化中學成為新加坡第一批自治中學之一，而在 2001 年經新加坡政府

評估後，立化中學成為最早同時獲得三個學校成就獎的中學。 

  自 2006 年開始，立化中學開始提供綜合課程（RVIP），即是學生不需要參加新加坡 O 

Level 考試，而是直接參加劍橋 A Level 考試，也因此 2007 年，立化中學舉辦了最後一次

O Level 考試，並且在 2009 年迎來了第一批中五的學生，意味立化中學正式轉為六年制直

通車課程學校。今立化中學共有三種身份，特選學校（Strong emphasis on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language）、綜合課程（IP）（Integrated Programme）及自治學校

（Autonomous Status）。 

 

四、 學校簡介 

(一) 學校規模 

1. 校地面積：約 7.6 公頃。 

2. 人員編制：210 名教師、50 位行政同仁，共計 260 名。 

3. 學生人數：約 2,500 位學生。 

4. 學制：初中 4 年，高中 2 年。 

(二) 學校願景：為國培育卓越領袖的世界頂尖學府（A world-class institution that develops 

立化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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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 of distinction for Singapore） 

(三) 學校使命：培養品行端正、慎思明辨、融貫中西，具環球視野的國家棟梁（To nurture 

in students bicultural acumen and moral integrity; to empower students to be thinkers, leaders 

and achievers with a global perspective） 

(四) 學校價值觀：追求卓越（Pursuit of excellence）、奮發圖強（Perseverance）、以人為本

（People-centricity）、自立自發（Proactive-ness） 

 

五、 參訪紀要 

時間 活動 地點 參與人員 

08：50 
抵達立化中學 

拍照留念 
 

立化中學母語部主任李文校 

百齡高中邱淑娟校長等 15 位同

仁 

09：10 

| 

10：10 

立化中學簡介與交流 會議室 
立化中學副校長雷光祐主持 

立化中學母語部主任李文校報告 

10：10 

| 

10：30 

茶敘 會議室 
立化中學副校長雷光祐 

立化中學母語部主任李文校 

10：30 

| 

12：00 

觀課（數學、英文、地理） 

中四 4I 班 

高二班 

高一班 

 

12：00 

| 

12：30 

校園參觀  立化中學母語部主任李文校 

12：30 

| 

13：30 

用餐暨專業交流 會議室 

立化中學副校長雷光祐 

立化中學母語部主任李文校 

百齡高中邱淑娟校長等 15 位同

仁 

 

(一) 抵達立化中學 

  一抵達立化中學，即由立化中學母語部主任李文校先生引領我們至簡介交流的會議

室，而在會議室前即看到一面大牆壁上面寫著校訓－「立功立德 化愚化頑」及立化中學校

歌，旁邊有一小廣場更有立化兩字的雕像，傳遞立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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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立化中學母語部主任李文校拍照留念 川堂旁「立」、「化」兩字雕像 

 

(二) 立化中學簡介與交流 

  立化中學簡介由該校副校長雷光祐主持，並由母語部主任李文校進行報告，該校化學

部主任及生物部主任亦一同參與本次交流。學校先從其願景、使命及目標談起，與華僑中

學類似，立化中學之目標為培育卓越領袖，強調學生於學習過程中培育之領袖能力，後談

起學校課程規劃，其主架構上不離培育領袖人才為目標，開設綜合課程，重視學生才能發

展，均衡教育課程，並輔以優質教學、領導能力與品格拓展及全方面成長。 

    因立化中學為六年直通車學校，中途並不接受轉學生入學，因此學校在課程設計上皆

是以六年為一貫進行規劃，因立化學生不用參加 O Level 考試，故學校有安排中二學生於

每年 5 月底（11 個班級，約 400 位學生）到中國或臺灣進行交流參訪，使學生擴大其視

野。具備國際觀。另外一門課程稱作「格物致知學習法」（Construct, Integrate & 

Differentiate （CID）），亦是六年一貫的課程設計，學生於初中一年級先奠定基礎（思考能

力、critical thinking、POUL），二年級則安排出國參訪，到了三年級則進行「future problem 

solving」，引導學生以未來的觀點（可能是未來 20 年會面臨的問題）從大問題找出小的解

決問題，並據以提出解決方案，到了四年級便進入研修，學生根據前三年的學習經驗，選

擇自己有興趣的題目進行研究，最後需繳交一份報告，類似於研究方法專題的課程。 

   另外更有開設給初中三年級、四年級的學生選修的課程，有雙文化課程－提供給華語能

力較強的學生，並且安排到國外進行交流參訪；科技領袖學研中心；生態領袖學研中心－

自 2015 年開始辦理，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及綠化科技園區一同合作，據副校長表示，此

為新加坡未來發展的重點方向；人文領袖學研中心；更有藝術面向的活動「Arts 

Festival」。皆再再顯示於學習之外，也給予學生更多元的學習方向。 

  隨後進行簡單的交流，其交流內容如下： 

Q1：學校於介紹中提及的學生互動學習空間是整天開放的，那請問是否有其管理規定呢？ 

A1：基本上對於本管理空間，我們僅規範學生不得在教室內飲食，並無其他規定了。另

外，學校內也有設置教師的互動討論空間供教師使用。 

 

Q2：請問校內如何管理物品及使用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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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學校有物管團隊，並設置經理處理相關事務。 

 

Q3：先前提到的互動學習空間幾乎式開放讓學生使用，請問是如何讓學生養成良好的自主

管理習慣呢？ 

A3：學校一直以來的傳統傳承下來。 

 

Q4：因學校是男女合校，是否有男女交往的情事發生，學校會怎麼處理呢？ 

A4：學校基本上是不鼓勵的，如發現情事，則視事情的輕重有不同的人會出面處理，輕則

由導師、年級主任，重的話則會由學校的 consular 或副校長協助處理。 

 

(三) 觀課（詳見後 P.110 立化中學觀課紀錄） 

  立化中學本次安排三堂課程讓本校同仁進入教學觀摩，分別為數學、英文及地理科，

三課的課程資訊如下，詳細觀課記錄請參閱附錄： 

1. 數學課 

(1) 授課方式：一般教室。 

(2) 教學單元：微分題目練習。 

(3) 授課班級：中四（相當於臺灣的高一）。 

(4) 課程時間：45 分鐘（10：45~11：30）。 

(5) 學生人數：20 名學生。 

(6) 觀課人員：李登祥主任、劉文正主任、唐書志師、廖安淑師。 

2. 英文課 

(1) 授課方式：分組教學。 

(2) 教學單元：Writing- Essay Analysis。 

(3) 授課班級：中六（相當於臺灣的高三）。 

(4) 課程時間：80 分鐘（10：40~12：00）。 

(5) 學生人數：14 名學生。 

(6) 觀課人員：邱淑娟校長、章瑄文主任、洪孟芬師、楊文莉師、顏淑君師。 

3. 地理課 

(1) 授課方式：分組教學。 

(2) 教學單元：River Flood and Their Mitigation。 

(3) 授課班級：中四（相當於臺灣的高一）。 

(4) 課程時間：60 分鐘（11：00~12：00）。 

(5) 學生人數：10 名學生。 

(6) 觀課人員：葉瓊文師、李亭誼師、王蜚瑩師、周亞貞師、劉安芸師。 

 

(四) 校園參觀 

  因課程時間不相同，數學科及英文科觀課教師較早回到會議室，俟地理科的觀課教師

回到會議室，李文校主任帶我們進行校園參觀，主要參觀的地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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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操場：簡略介紹其運動設施及每天學校朝會的運作，操場為標準的 400 公尺規格，且每

天學校皆會進行朝會，例行性需唱國歌並宣讀校訓即今日的任務目標，然後進行 15 分

鐘的讀報時間，目的即養成學生關心國家大事及擴展學生的國際視野；朝會時間還會進

行點名，學校設有線上點名系統，教師手機可下載 app，如有學生遲到或未到，需立即

通報學校及家長，而班主任雖然只排一堂班會課，但實際上與學生每天接觸的機會很

多。 

  

寬敞又充滿綠意的操場（400m 跑道）一景 

操場旁的宿舍大樓 

舉辦大型活動供參與人員或

學生住宿；平時亦供在校學

生使用 

 

2. 操場旁的室內運動場：如遇雨即會改到這邊舉行朝會，特別的是裡面並無冷氣設備，僅

提供電風扇及通風的百葉扇。 

   

體育館 體育館內的大型電風扇 
體育館內的百葉扇窗戶 

兼具緊急逃生出口用 

 

3. 圖書館：立化中學的圖書館稱為「學思圖書館」，外觀以透明玻璃裝是，內部空間開

闊，以橘色做為裝飾色調，讓人有舒適沉靜的感覺，特別的是於館內還提供各校的各科

考試試題，開放讓學生自由取閱。 



36 

  

「學思圖書館」的外觀 圖書館內部 

  

圖書館供學生閱讀、休憩的一角 
各科各年份的考題，直接開放讓學生取閱，細

看幾乎都有翻閱過的痕跡。 

 

4. 互動學習空間（Collaboration Hub）：在立化中學共設置 3 間這樣的空間供學生使用，但

其中有 1 間是專門提供給高二準備考試所使用；此空間為開放學生自習、討論、閱讀或

與老師約討論時使用（皆不需登記即可使用），大小約一般的教室。空間設計相當活

潑，外部一樣使用透明的玻璃裝飾，也方便教師經過時可關心裡面的狀況，更讓光線採

光十分充足，因此公物遭到破壞的情況非常少。內部有趣的互動空間，也設置有投影設

備，完全開放讓學生自主使用，唯獨不可於裡面飲食的規定；另外更有良好的省電機

制，各使用空間皆有溫感探測器，有人使用空間時冷氣自動開啟，半小時無人使用則冷

氣自動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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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齊全又舒適的「互動學習空間（Collaboration Hub）全景 

 
 

從外面走廊看學生互動學習空間 

透明的玻璃設計，方便讓教師關心裡面的

狀況，也使光線採光十分充足。 

互動學習空間一隅 

提供圓桌及長桌讓學生方便進行討論，上

面更設置投影設備，但據李文校老師表

示，學生較少使用投影設備。 

 

5. 教育與職業指導室 ECG（Education and Career Guidance Room）：此為一間提供給學生升

學資訊或就業諮詢的空間，大小約為一般教室的一半，每天更會安排諮詢輔導老師可讓

學生來進行諮詢，內部構放置許多升學諮詢的 DM 讓學生自由取閱。 

 
教育與職業指導室 ECG（Education and Career Room）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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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的時間表，貼在玻璃上讓學生查詢 內部放了滿滿的升學資訊 

 

6. 餐廳部 

 

學校餐廳 

餐廳有分為圓桌跟長桌，紅色的圓桌是專門給校內教師吃飯用，長桌則是供學生用餐使用。 

 

7. 校園參觀中的小插曲－陳老師的創意工作室：參觀到一半時，突然有一位老師主動向我

們招招手，並示意讓我們下去他的教室參觀，於是我們便進到這位老師的創意工作室

內；詢問之下，這位老師在學校教授家政科目，姓陳，主動讓我們進到他的創意工作

室，裡面主要擺設學生的創意作品、參賽的作品及獎牌，並由陳老師主動展示給我們看

許多學生的創意作品。由此可見，陳老師應該是對其有相當的自信與開放的心態，才會

主動招待我們進到他的教室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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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老師主動介紹創意工作室及學生創意作品 

「收乒乓球」的工具形同拖把一樣，在地上滾動後球就會自動收進這個裝置裡面 

 

8. 教師討論空間：類似學生互動學習空間，學校也設計教師討論的空間供教師使用，裡面

有充分的圖書及舒適的討論空間。 

  

教師討論空間一隅 充分的圖書可供教師閱讀、討論 

  

學校的小講堂 教師櫃（供學生繳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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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午餐聚會 

(五) 用餐暨專業交流 

  經過半天豐富的參訪後，立化中學貼心準備了午餐供我們使用，大家便與該校的老師

邊用餐邊進行簡單的交流，並致贈兩方的學校禮品以表感謝，結束一天的參訪行程。 

 

  

立化雷副校長致贈獎座予百齡邱校長 邱校長致贈「詩韻之交」水晶座予雷副校長 

  

百齡邱校長致贈本校 25 周年紀念袋及小禮 立化雷副校長致贈該校的校刊、禮品予百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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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小結 

(一) 學校願景、使命、目標形塑歷程及實踐策略扎實深厚 

  由參訪過成功，李文校主任提及學校的願景、使命及目標係由行政同仁與教師共同規

劃，其有助於凝聚共識及達成目標。尤其進入校園的大牆上直接寫著校訓及校歌，更於淺

移默化中深植學校所有同仁、學生心中，另外從課程規劃來談，其願景、使命、目標更扎

實的涵蓋六年直通車的課程，六年的貫徹讓學生帶著自主、自信往多元領域發展，以成為

培育卓越領袖的世界頂尖學府。 

 

(二) 校園文化自律、自主、信任、和諧及責任 

  校園環境成功營造出溫馨、活潑的感覺，教師、學生皆有舒適的自學及討論空間，不

僅使學生有空間進行討論，教師更能有頻繁的互動，其有助於凝聚學校的向心力，且這些

互動空間皆未訂定「生活條約」讓學生遵守，但令人感到不可思議，每一個空間卻都保持

乾淨、整潔、規律，可見其生活常規及教學皆確實履行以人為本、追求卓越、自立自發的

精神。 

  學校每年固定辦理一次教師外出的「校務會議」，一次辦理 2 天，且不得攜家帶眷，主

要是討論學校未來的目標，接下來一年的任務；而從立化中學的餐廳設計及教師辦公室的

休憩空間，皆已圓桌的方式設計，無非是希望透過隱形的力量增進教師感情聯繫及凝聚共

識，而此點也從參訪中遇到教師會自行辦理一年一度的餐會主題，隨處可見的教師午餐聚

會可見一班。 

 

(三) 學生學習全方位 

  立化中學的學生素質無庸置疑是頂尖的，入學成績為新加坡小六離校考試的全國前

18%，雖然成績優秀，但可以感受學生的自我要求也很高，因此在學習上很有強的學習能

力與學習動機。利化的學習不強調片段的知識，著重於思考批判能力的訓練，以及解決問

題的能力培養，如格物致知學習法即是一大體現，要求學生思考國家政策上有何缺點或不

足，同時要求學生提出解決方案，並且付諸實際行動，但學習並不僅止於以智育為限，同

時也重視各種能力及品格的養成，如：多元文化的視野、領導能力的培養、公共服務的利

他精神、設計創新的能力。 

 

(四) 教師專業發展能力已內化於教師自身 

  在參訪三所學校之後，便能深切感受到在新加坡教師專業社群的組織運作已經內化於

每位教師的習慣當中，三年一小改，六年一大改的課綱調整，各科部門教師均會每周固定

聚會，分單元檢視教材，以符合新課綱的需求，如立化高中科學部化學科的課綱將強調科

學定理之歷史演進背景，以及定理定律於生活上的應用。至於原本課程的理論內容調整幅

度並不大，化學科教師便在 PLC 中做分組分工。 

  而立化中學的教師更重視教學教學與工作環境氣氛和諧，每位老師雖身兼數職，但卻

仍保持對教學的熱衷，與對學校服務的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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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心得省思與建議 

壹、 學校願景與校園文化 

一、 學校願景之心得省思 

(一) 願景領航，展現競爭力與企圖心 

  本次參訪的三所學校願景、使命及價值觀（如表 1）不僅「清晰明確、宏觀遠大」，

而且充分相信「學生具有無限的可能性及高度的可塑性。」完全符應了學習組織管理大

師彼得‧聖吉（Peter M. Senge）博士的論述「當一群人執著一種心中的願景時，便會產

生一種力量，做出許多原本做不到的事情。」也因此三所學校學生的表現，不論是學術

或是其他領域，均有傑出優異的成績。 

表 1 參訪學校的願景、使命及目標彙整表 

項目 學校 內容 

願景 

美廉初級學院 
致力成為一所頂尖學府，成就優異學術水平，提供豐富的學習

體驗，塑造積極學習的優良文化。 

華僑中學 
打造全人教育、陶冶熱愛生活、關愛他人、為社群謀福利的華

中兒女。 

立化中學 為國家培育卓越領袖的世界頂尖學府。 

使命 

美廉初級學院 
培育莘莘學子，使其在具有挑戰性的社會中，盡其領導和服務

的職志。 

華僑中學 培育為國為民之科研，商企與政界領袖。 

立化中學 培養品行端正、慎思明辨、融貫中西、具環球視野的國家棟樑。 

價值觀 

美廉初級學院 勇氣（Courage）、目標（Purpose）、人格（Character）。 

華僑中學 自強不息、己立立人，己達達人、飲水思源。 

立化中學 追求卓越、發憤圖強、以人為本、自立自發。 

(二) 注重「願景、使命及價值觀」的形塑歷程，兼收集思廣益之效 

    雖然這三所學校創校時間、規模的大小及招收學生的屬性皆不盡相同，但從參訪的過

程中，都再再發現三所學校都能夠依據其學校背景系統化的邀集相關人員進行深度匯談，

集思廣益，訂定學校的願景、使命及價值觀，使其共識度極高。如以華中為例，其學校的

願景、使命及價值觀的擬定是學校行政、教師、家長和董事會等集思廣益的智慧結晶；而

立化中學也是透過一年一度辦理移地的校務會議進行共識的凝聚。 

(三) 充分結合課程，系統化推動，有利使命的達成及願景的實現。 

  美廉初級學院的使命是「培育莘莘學子，使其在具有挑戰性的社會中盡其領導和服務

的職志」。學院為二十一世紀的需要和挑戰做出因應，提出「五大理想學習成果」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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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祖國，放眼天下；知疑善問，格物致知 ；勤于課業，自主學習；善於溝通，協作無

間；原則堅定，品格端正。」為了落實這五大理想學習成果，美廉課程框架以 3C 為主，3-C 

代表建構（Construct）知識，聯繫（Connect）自身與

外在世界，培養（Cultivate）優良的習慣和正確價值

觀。3-C 發揮相輔相成的作用，並透過運動類、學會/

社團和表演藝術類等「課程輔助活動」，與前往台灣、

大陸、馬來西亞等「海外學習之旅」諸不同的學習體

驗有效的引導學生。 

華僑中學的科研特選課程、企業與金融特選課程、雙

文化特選課程、人文特選課程等更是完全緊扣學校使

命（圖 1）。為了相關課程的實施除了課程的華中是新

加坡唯一建有學生活動暨領袖培訓中心的學府與科研

樓。鼎昌樓學生活動暨聯領袖培訓中心是學生開展各

類課程輔助活動以及領袖培訓課程的理想場所，搭配

「華中潛能發展計畫」，安排學生到海外遊學或辦理營隊訓練。科研樓內共有 10 間設備先

進、儀器精良的研究室與微生物培育室，結合大學資源供學生進行科學專題研究。 

  

圖 1 華僑中學課程架構圖 

 

(四) 多樣化開展核心價值觀教育活動，強化價值觀的體現與形塑。 

  為了避免生硬灌輸，我們參訪的這三所學校不約而同的都拓寬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實施途

徑。除了核心價值觀都醒目地在校門大樓牆壁上或明顯建築上標注外，更結合新生始業式與

朝會持續宣導，以收耳濡目染之效。美廉初級學院更透過價值觀的的明確描述，協助學生理

解和掌握核心價值觀的內容（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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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美廉初級學院 價值觀的描述彙整表 

 

二、 校園文化之心得省思 

(一) 組織彈性層級分明重效率的行政文化 

  新加坡中學行政及教學組織彈性化，各校可依發展方向及配置人力資源，有利發展學

校特色。一般有校長、副校長、部門主任、副主任等編制。校長、副校長和部門主任負責

制定學校經營大方向，校長並授予中高階主管一定的權利與義務，輔以國家健全的考績制

度與教師職涯發展進路，彈性分工、分層負責與協同合作，展現高效率的行政文化。 

(二) 高認同高參與的教師文化 

  學校行政與管理事務由教師分工，教師任務多重設計、交疊運用、彈性分工、適才適

所，發揮職能專長與責任，建立並凝聚學校生命共同體與使命感，群策群力、讓校務循序

發展。 

(三) 高敬業重傳承的教師文化 

  美廉初級學院相信「擁有一群高素質並且恪盡職守的教職員工是推行學院各大方案和

計畫的關鍵」。關注教職員工的專業發展是該學院的一大治校方針。從「教師專業發展是教

師的權利」出發，結合教育部經費，提供完整教師職涯願景及正向激勵，規劃多元教師專

業培訓課程，透過教師專業對話、共編教材、協同教學，塑造一個推崇協作的工作文化。

華僑中學秉承「有好老師才有好學生」的信念，鼓勵它的教師團隊不斷進修提升自己。該

校自 2000 年起和西澳大學合作，鼓勵教師修讀碩博士課程，學費一半由校方資助，一半由

教師自付，校方認為，這是一個校方和教師雙贏的計畫。潘兆榮校長曾說過「有好老師才

有好學生，指導學生做研究專題論文前，教師應該先做研究。教好學生之前，教師自己先

武裝起來。修讀高等學位，我們必須閱讀很多文章，瞭解世界教育最前沿的狀況。而自己

動手做了研究，回到課室，教學生做起專題，閱讀、找資料、做分析時，自然得心應

手。」另新加坡新進教師敬重資深教師，資深教師提攜帶領新進教師，重視傳承。 

(四) 高期待高尊重的教師文化 

  從學校的願景、使命與價值觀，可以清楚看出教師們明確相信學生具有無限的可能性

價值觀的描述 

勇氣（Courage） 目標（Purpose） 人格（Character） 

一個有勇氣的學生

所具備的條件 

一個有目標的學生

所具備的條件 

一個有恭敬心的學

生所具備的條件 

一個有廉恥心的學生

所具備的條件 

採取主動 

不屈不撓 

具備道德勇氣 

熱愛生活 

清楚終極目標 

對個人的憧憬達到

知行合一 

對學習/道德表現有

極高要求 

尊敬自己 

尊敬他人 

尊敬社區的共同文

化和信仰 

正直 

言行一致 

謙卑 

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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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高度的可塑性。從校園的營造、課堂的師生互動，展現出教師對學生的充分尊重。 

(五) 「以人為本」重視師生需求的環境文化 

  新加坡學校因應學生主修和副修的課程不同，需要走班上課，每個樓層廊道上都設有

桌椅，以利學生自習，討論課業，老師也可以在這裡輔導學生功課，為學生解答疑惑。教

師辦公室走廊每位教師都有專屬的信箱，以利學生繳交作業。教師休息室裡，咖啡機，微

波爐、冰箱、按摩椅等一應俱全，供老師課餘時間和休息時間使用。老師辦公室相對是不

受干擾的場所。學生有事要找老師，可以透過門口的電話進行聯絡，老師會出來，在門外

的桌凳上交談。立化中學在校園營造上完全體現「以人為本」學校的價值觀。因應教師教

學的需求，設置了「優質教學中心 PEA（Pedagogical Excellence Academy）」，中心有許多

書籍，提供老師翻閱，同時有舒適的座椅讓老師可以很輕鬆自在。教師休息室嚴禁學生進

入，讓老師可以有一段時間可以完全休息，同時教師休息室中提供咖啡等簡單的飲品，讓

老師們可以稍微放鬆。因應學生學習的需要，設置了設備齊全又舒適的「互動學習空間

（Collaboration Hub）」，提供學生自習、寫作業、討論、查資料、與老師約談時使用。另因

應學生海外留學或就業需求，設置了「教育與職業指導室 ECG（Education and Career 

Guidance Room）」。 

(六) 積極自主自律的學生文化 

  在參訪的三所學校裡，無論校園間、圖書館內、空教室中與餐廳裡，學生們高佔桌率

地專注投入於課業討論的身影，造就了整個校園的任何地方都是學習的場域，歷歷縈繞難

忘。座談會中曾請教美廉初級學院的林燕福校長其學生的特質為何？林校長不假思索回答

「積極」。數學科觀課中，我們發現學生自主的一面，課堂內學生均能依自我學習狀況，適

時的自我作答、與同組成員討論或請教老師。立化中學雷光祐副校長表示學生使用「互動

學習空間（Collaboration Hub）」不需登記，隨時開放給學生使用，雖然是沒有使用限制，

但學生多能自律，破壞公物遭、嬉鬧的情況很少。 

(七) 傳統與現代並蓄的環境文化 

  三所學校校園營造或各角落的布置，都散發著濃郁的傳統中華文化氣息，尤其是華僑

中學的「文心苑」的文物陳列、鐘樓的矗立及立化中學的拱形「立德門」。對照於設施齊全

的田徑場、游泳池、室內射擊場、多功能的圖書館與設備先進的實驗室，讓人不得不讚嘆

這股「中西合璧」「傳統與現代並蓄」的文化氣息。參訪所學校的文化價值觀充分吸納了中

國傳統精華，也體現出全球意識與愛國情懷並重視傳承，保留創校的文化。在強調卓越創

新的時代，保留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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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實用簡約重視環保的環境文化 

  參訪這三所學校多數教室牆壁、地板、走廊、樓梯都是以水泥材質為主，少有磁磚，

既實用簡約又好維護，不像台灣流於磁磚文化，不利維護。尤其美廉初級學院教室前方沒

有傳統黑板，而是一層直接可以在上面書寫與擦試的特殊白色塗漆，兼具黑板及螢幕功

能。新加坡校園營造力求通風，我們發現美廉及華僑中學教室內雖有裝設中央空調冷氣，

但中午 12 點才能開啟，而立化中學教室及活動中心內皆只有三葉片式吊扇無冷氣裝設，結

合遮陽板的裝置，學生就能安然的學習，真是令人佩服。 

 

三、 本校未來發展之具體建議 

(一) 學校願景的再聚焦，凝聚更大能量 

邀集教師、家長、學生專家學者，規劃辦理「學校願景」系列研討工作坊，並輔以相

關問卷統計資料，就學校願景、目標、學生圖像、核心品格、關鍵能力（圖 2）進行深度

對話與討論，逐層凝聚共識與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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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百齡高中學校願景圖 

 

(二) 啟動課程研發，充分結合課程，系統化推動，以利願景的實現 

  願景需要透過課程發展及各項配合措施才有可能落實。首先，願景的內涵需要加以明

確陳述，也可以進一步分析成為課程目標。然後將其內涵或課程目標分配給負責達成及配

合達成的各個學習領域或學科課程、各項特色課程，以及各處室或學年的活動。 

(三) 強化集會宣導，結合環境布置，兼顧言教與境教，以收耳濡目染之效 

1. 善用新生始業式、朝會、周會、班會持續向學生說明「學校願景、目標、學生圖

像、核心品格、關鍵能力」。 

2. 於校園明顯處或結合櫥窗布置揭示學校願景核心等內容，另鼓勵班級教室布置（例

如各班能就核心品格，擇若干項列為班級重點養成項目）融入相關議題。 

(四) 營造「相信學生有無限可能」高期待的教師文化 

1. 大自願景的設定，小至評量標準的擇定，要相信學生有極高的可塑性與無限的可

能。 

2. 建立機制，持續擴大鼓勵學生籌辦畢業教育旅行、校慶、畢業典禮或公民意識運

動。 

3. 打造「多一些讚美指導，少一些責備訓話」師生互動模式。 

(五) 推動「少教多學」，以利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北京市十一學校教育家辦學探索之實踐＞一書裡這樣說「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需

要工具，而最好的工具就是課程」，也提醒開發課程與編寫教材的教師務必做到「教材一

定要讓學生讀得舒服，像物裡、數學教材應該讓學生躺在被窩裡都可以看的。」 

(六) 活絡校園空間利用，增設多元學習角落校園，造就整個校園都是學習的場域 

(七) 結合校慶試著找出學校傳統－－歲月的記憶「校園建築、空間、植物或活動」 

  隨著本校創校時間的增長，實有必透過師生的問卷找出校園生活中最深刻或最能代表

「百齡」的建築、空間、植物或活動」。 

 

  

 

 

 

 

 

 

 

 

 

 

 

 

 

 

 

具有品格力、自主力、學習力、創思力以及國際視野的自信學子 

深耕品格發展 

學校願景 

課程目標 

學生圖像 

核心品格 

關鍵能力 

一所提供多元舞台、激發學生潛能的優質學校 

蘊育自主學習 開拓國際視野 強化思考表達 

感恩 尊重 誠實 責任 

WHY 

 

領先 

課程 

核心 

價值 

學習社群 

組織文化 

專業發展 

課程發展 

教學設計 

學生學習

全校成為學習型組織 

典範學習 分享發表 課堂實踐 

以學習者為中心 專案式學習 多元評量 問題導向學習 

HOW 

 

領先 

課程 

達標 

證據 

百齡鮮師專業篇 

齡園領導品格篇 

飛躍學習課程篇 

揚名四海國際篇 

以學習者為中心，充實百齡教師課程發展、教學設計之專業社群計畫 

WHAT 

 

領先 

計畫 

具體 

方案 

籌備規劃階段 設計發展階段 評鑑修正階段 實施檢核階段 

融入五大關鍵能力，提升百齡學生領導力、品格力、藝術涵養課程計畫 

融入五大關鍵能力，規劃百齡學子高中三年整體課程暨校本課程計畫 

拓展百齡師生國際視野，涵養國際公民素養，發展學校國際交流計畫 

學會認知體驗 學會悅納自己 學會尊重別人 學會負責做事 學會生涯發展 

閱讀探究 批判創思 團隊合作 藝術涵養 世界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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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 

一、 參訪學校本向度之綜理 

(一) 美廉初級學院 

1. 課程的精進和老師的努力是美廉立足的利器 

  這幾年美廉初級學院的招生，學生的素質越來越好（就台灣而言，即是學校排名

竄升迅速）曾經好奇問校長，是如何治校才能創造如此佳蹟，校長不假思索，斬釘截

鐵說：「是課程啊！還有老師共同努力！」可見「恪盡職守的教師團隊」和「持續精進

的課程」是也是學校永續經營的不二法門。 

  美廉初級學院的使命是「培育莘莘學子，使其在

具有挑戰性的社會中盡其領導和服務的職志」。學院為

二十一世紀的需要和挑戰做出因應，提出「五大理想

學習成果」的概念：「心系祖國，放眼天下；知疑善

問，格物致知 ；勤于課業，自主學習；善於溝通，協

作無間；原則堅定，品格端正。」為了落實這五大理

想學習成果，美廉課程框架以 3C 為主，3-C 代表建構

（Construct）知識，聯繫（Connect）自身與外在世

界，培養（Cultivate）優良的習慣和正確價值觀。3-C

發揮相輔相成的作用，並透過不同的學習體驗有效的

引導學生。 

2. 創新教學方法成就美廉學子 

  美廉向來重視教學方法的創新。在 2012 底學院聚集了包括各部門主任和高級教師

在內的一批教師，組成「美廉學習指導小組」開始探索一套以建構主義為主導，以學

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法來教授 A 水準課程。在簡報中，母語部黃主任更明確表明將今年

定為「教學創新年」，鼓勵老師提出創新教學的方法及計劃，希望藉由創新教學，教導

並提升學生學會批判、反思、協作、溝通與交流的能力，以期在 A 水準考試大放異

彩。 

3. 美廉初級學院省思小結 

(1) 願景全校老師共同制定，並在新生入學時由校長說明。所有任課老師上課過程

中一直強調，讓學生耳濡目染。 

(2) 課程的主軸緊扣學校師生願景，並且以有利國家發展為前提，來設定課程主

軸。 

(3) 老師利用共同備課發展課程，共同編寫符合 A 水準能力的教材。 

(4) 教師教學善用資訊設備輔助教學：槍投射螢幕用白板漆當底，使老師學生方便

投射題目並於旁邊書寫答案。 

(5) 教師教學：教師教學法講述為主，善用發問技巧，適時提問，引導學生上台解

釋，歸納答案，強調批判性思考。學生上台說明解題路徑，讓師生更容易了解

作答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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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大講堂上課，教師輪流二周依單元課程授課，再小組討論教學分組指導：用

大講堂完成單元大概念 小組討論可以解決個別的盲點與問題。 

(7) 專題報告課程：每位教師須負責高一的專題報告課程 project work，年輕老師指

導 2-3 組，資深老師指導較多組，強調研究方法論，教師需掌控學生論文寫作

進度，每年 11 月會有教育部官員來考核，事前公布評分規準並搭配課綱。教育

部評分規準是一大指標， 讓老師學生有方向可依循。 

 

(二) 華僑中學 

1. 直通車課程的創始學校 

  當年華僑中學有鑑於進入華僑初中後，再就讀華僑中學的人幾乎高達 80%以上，

於是提出直通車課程的計劃，其目的在省下準備 O 水準考試時間，進行更全方位的探

索學習。華僑中學，對這六年課程規劃大致為：前二年發掘潛能，中間兩年培養興

趣，後兩年鞏固知識。而後其他中學陸續跟進，成為直通車學校，更成為新加坡教育

特色之一。 

2. 多元課程，培養各界領袖 

  除了綜合課程之外，華中設計多元特選課程，包含美術、音樂、科研、語文雙文

化、人文學科、企業與金融，甚至還配合各項華中潛能發展計劃，如科學天才培育計

劃、海外科研實習計劃、國大科研計劃等。另結合服務學習的推動、華中精選周的規

劃、多元社團的參與，希冀培養出熱愛生活，為他人謀福利的人才，並成為科研、商

企與政界領袖。 

3. 華僑中學省思小結 

(1) 課程設計符合學生需求：華僑中學所招收的學生是全國 O 水準考試前百分之三

的精英學生， 故量身訂作的 AP 課程，更符合學習效率。 

(2) 教師教學重試引導：引導思辨發展，用心智圖引導教學、師生問答互動。其中

發問技巧蘊涵哲學概念，也有類似蘇格拉底（Socrates）的產婆法、培根

（Bacon）的方法論、黑格爾（Hegel）的正反合三段論述等。 

(3) 符應政府的教改課綱：新加坡的教育課綱「3 年一小，6 年一大改」，無論教綱

如何改變，始終以生活技能 life skills 為核心價值，培養學生帶的走的能力。 

(4) 潛能開發計畫：使課程發展有更多的空間。另外學校更不惜重資聘請世界各地

大師級的人才，與學生做面對面的會談，以期學生「見賢思齊」，而且藉此拓

展眼界。 

(5) 教材的產出：教師教學少用教科書，多用自編教材，如：英文科是制定主題，

教材內容由老師自備課程設計，運用 UBD 概念融入英文教學，和 Big idea 有

異曲同工之處。 

(6) 教師任教班級分配：教師盡量不跨中學與高中課程教學，也不跨年級教學。 

(7) 科技化教學：大講堂以錄影同步教學，課後亦可上傳課堂影片，讓學生下載以

利自主學習。與與北京推動衛星校園計畫，更是一大特色。 

(8) 所有修讀雙文化課程的學生皆須到設在北京的衛星校園學習半年，直接感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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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脈搏。 

 

(三) 立化中學 

1. 格物致知學習法----學生從做中學，學中做 

  格物致知學習法雖是立化中學中二所開設的一們課，但其課程延伸中二五月份的

浸濡計劃，中三高峰會的活動及中四專題研究的論文撰寫，強調讓學生主動策畫，並

實參與學習，讓課程各科學習內容與活動項目統整，學生能夠做中學、學中做，也更

容易習得生活技能讓學生擁有帶得走的能力。 

2. 落實社區服務的課程 

  因為前二所亦皆有社區服務的課程，但大都輕輕帶過，禁不住好奇，仔細詢問才

發現新加坡的社區服務絕非虛應故事，其實施仍舊有計劃流程及目的，由班主任指

導，或者由學長幫助跨出第一步，工作內容包羅萬象，如為社區老人慶生，跟小孩講

故事、指導功課，甚至教外勞如何融入新加坡文化，此課程既精華，而且紮實。 

3. 立化中學省思小結 

(1) 立化中學為直通車學校，中學生可免去 O-Level 的考試，直升高中，因此中學課

程有其彈性與特色。 

(2) 綜合課程是以學生才能發展為目標，分三層次： 

A. 第一成長（Grow）：提供給所有學生，多功能學校平台與課程，以增進學生興

趣及熱情。 

B. 第二卓越（Excel）：提供在特殊領域具有能力的學生，有更多挑戰與客製化課

程、平台及機會。 

C. 第三強化（Magnify）：提供給在整體領域中能夠應用及嚴謹表現的學生，具

有提升與更密集之能力建構的課程，此課程橫跨認知、行為、情感等領域。 

  

(3) 立化均衡教育課程中包含優質教學、領導能力與品格拓展、全面成長等三部分。 

(4) 為加深學生能力，於課餘時間開設特選課程：雙文化課程、科技領袖學研中心、

生態領袖學研中心、人文領袖學研中心；另積極與新加坡國內外頂尖學府合作，

提升學習經驗，進而培育領導人才。 

(5) 英文教學以思辨為目的，即使是檢討英文作文，仍是激發學生思考、分析與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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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老師使用科技作為輔助教材，遇到某些新觀念，直接上網 google 找答

案，再跟同學說明或討論。 

(6) 數學教學教材是由所有數學老師共同討論研擬編撰，學生自行訂購校外書商所編

參考書籍，學生必須先行預習及做題目，小教室上課學生需上台作答，並解說。

上課時學生可使用計算機與平板電腦。 

(7) 中學生不用會考，因此立化發展出具有特色課程，即為格物致知學習法

（Construct、Integrate、Differentiate） 

A. 其精神主要是學習後實踐，並由實際體驗中獲得更深化能力。「學中做、做

中學」 

B. 每週一小時課程，並由相關老師討論課程主軸、內容、研擬跨領域課程教材

（如華文、歷史、經濟、科學）。 

C. 中一：主要建構學生思考能力為基礎的課程。 

D. 中二：為開拓學生視野及思考對國家有助益事物並提出見解之能力，學生一

律出國參訪交流；相關老師於一月份開始討論與準備課程，在出國前融入自

己課程中，讓學生對參訪國家、城市的文化、經濟、科技或參訪學校有先備

知識；五月時由學校行政、科主任及班主任帶領約 2~3 個班的學生出國。 

E. 中三：全部學生由班主任及高一學生帶領參加為期一週「國際青年領袖論

壇」；老師參與設計相關議題，高一帶領中三學生參與會議相關運作；在此

之前由專門老師教導學生，如何從各種議題中找到至少一個問題，並能思索

解決方案。 

F. 中四：學生可選修專題研究課程，作為高一銜接課程。 

(8) 服務學習課程： 

A. 國家政府規定學生每學期 6 小時社區服務，立化鼓勵學生每學期 20 小時，

完成者可接受頒獎表揚。 

B. 學生自行與社區中心負責人聯繫，（中一、中二學生由高一學生協助並帶

領），社區中心義工義務到校做職前訓練講習。 

C. 學生須提出服務學習計畫，送交班主任審核。 

D. 利用課餘時間做服務學習，服務項目如教導小學生功課、與老人互動等。 

E. 可自行規劃其他服務學習計畫，如擔任義工，讓外勞了解新加坡文化，盡早

融入生活。 

 

二、 參訪學校本向度之心得省思 

(一) 課程發展： 

1. 對教改的推動和課綱的調整，採取接受的態度，並配合實踐。 

  曾有報導指出，近六年 OECD 國家，教改 450 次，可見這「變化已是常態」的時

代，教改似乎已是稀鬆平常之事，所以和我們接觸的師長們透露新加坡的教改是「三

年一小改，六年一大改」, 但也從他們的言談中發現，當他們談到教改，語氣是平和

堅定的，似乎沒有「抱怨」、「無奈」的表情，而是一種「接受」的態度。更用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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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然」的心情，侃侃談出面對課綱的改變，他們在課程設計上，應變的措施及計

劃，新加坡是個守法的國家，人民對於法令的遵從度很高，於此看來，此現象所言不

假。一個政令要能圓滿成功「人和」是不可或缺的。 

2. 課程發展皆呼應學校願景、使命和目標，甚至緊扣國家發展的規劃。 

  曾經問同行的老師，美廉、華僑、立化三所學校比較喜歡哪一所，同行老師猶豫

了一會兒，答出了一句很關鍵的話：「不好選擇！都各有特色」。對「各有特色」是同

行老師們的共同答案。至於要如何凸顯學校特色？從此次參訪，我們約略探索出一些

蛛絲馬跡：那就是課程的發展與學校的願景、使命和目標完整搭配。禮記中有言：「凡

學，官先事，士先志」。要做任何事都一定要有明確的方針，所有的努力才有效率。見

到新加坡這三所學校皆有明確的教育標的，而且不僅僅呼呼口號而已，反而是緊鑼密

鼓，羅織完整的課程綱絡，藉由這些課程的涵養，或發揮天賦，或練就實力。使每個

學生依照國家發展，被培養成為國所用的棟材。 

3. 課程發展皆是為了培養學生 21 世紀所需的生活技能 

   雜誌親子天下 67 期中，有一段文字如此寫到：「體制學校為了考試、評鑑、積

點，要求學生做很多很多事，好像在教孩子學很難練成的屠龍刀法。但是，等到學生

畢業卻發現，恐龍早就絕種了！」的確，若真的這樣教育，頗令人感嘆，所以與未來

接軌，為未來找出路，發掘「為未來而教，為未來而學」的方法，是各界亟需認真思

索的重要教育課題。像華僑中學在課程發展的方向上：培養學生擁有 21 世紀所需的

Life skill。即使在美廉初級學院教授世界經濟史亦是，在傳授過往歷史知識的同時，

更重要是要「向前看」，鑑往要知來，掌握未來的脈動。 

4. 浸濡計畫與國際接軌 

  「閉門造車」、「單打獨鬥」絕對是落伍到不行的觀念，因為這牽一髮而動全局的

世代中，獨自奮鬥費時費力。但不得不承認，在臺灣的教育現場仍多有存在這樣的現

象，相信在世界各地也是。要打破這樣的僵局，則需開拓自己視野，新加坡很多學校

都將「雙語」、「雙文化」納入教學。為了落實此項教學，各校都積極推動配套完整

「浸濡計劃」，讓學生可以到國外生活一個多月，深切融入當地生活，由不同的視野，

涵養不同的人生經驗、人生觀。如此著眼的不再是自身，或是自己生活的小範圍，而

是可以放眼國際，藉此擴張恢弘氣度。新加坡「精英教育」的拼圖，一片片如此拼

上。 

5. 課程多元，並有完善的配套措施 

  在三所學校各校的簡報中，內容最多最豐富的就是課程的介紹，各校除了綜合課

程，尚有各校的特色課程，內容涵蓋廣泛，包括藝術、科研、人文、甚至企業經融。

這些課程的開設，鋪天蓋地的要讓同學無所不學，最難能可貴的是這些課程相應的配

套措施都有完善，不僅安排學習的時間、學習的空間，同時也注重學習成果的呈現，

並盡可能全力支持從容的、充裕的成果發表的時空、安排表演會、安排展覽空間。這

些配套，展現重視學習的決心，也告知學生學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各項學習的成果

不是流於形式，也絕非曇花一現而已。另外其對於落實學習的能力指導及評量的流

程，更是清清楚楚，架構學習的完整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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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活化學習，解決問題----注重「社區服務」、「專題研究」課程 

  社區服務能夠從利他中得到成就，進而凸顯生命與生活的價值，是重要的品格教

育；專題研究是值得推廣的課程訓練，是將所學學科融會貫通的最佳成果展現。這二

種課程，皆是活化學習、解決問題的能力訓練，更值得推廣及深耕的課程。此次在新

加坡參訪的三所學校簡報中，同樣都介紹了社區服務的課程，經詢問，他們在此課程

的實施有時是必須提出計劃，並設定步驟，一步步達成目標。而專題研究更是部定的

重點必修課程，每位老師皆須負責指導學生專題研究 project work，引導學生研究方

法，掌握作業進度，最後還有嚴謹的評分標準，並由教育部官員進行考核。臺灣和新

加坡同樣實施這兩種課程，但成校有所不同。經由此次的交流，新加坡分想落實社區

服務的具體實行，也明瞭他們專題研究的配套措施，希望帶回臺灣，好好參考。 

 

(二) 教師教學： 

1. 自行研發教材，教師專業更自主 

  新加坡的老師授課，是沒有課本的，他們會依照國家所制定的課綱，經由學校科

主任召集，以「共同備課」的方法，自行研發教材，並設計符合 A Level 考試能力的

講義。而非採用廠商的版本，不受廠商所設計的課本主導，使教師專業更自主。所以

在觀課時，常常看見學生在上課時所拿出的是一本本，或一張張的講義。（註：講義費

是學生負責，若講義是一張張，也會放好在學習檔案夾）如此更有教師特色，學校本

位亦更凸顯。 

2. 雖仍「考試引導教學」，但考試方針與生活技能相連結，教學更活化 

  因為 A Level 考試方式的影響，在新加坡的考試不考選擇題，而是以手寫申論題

的方式來進行評量，其實這也是另一種「考試引導教學」的呈現，但是因為考試重分

析、整合、思辯，更需有精熟的文字表達能力，是與生活中所需具備的能力相符合。

所以他們的考試評量，同時也可以練就未來生活及就業的技能，使學生可以學以致

用，且體會學校教育的重要，如此教學更活化並提升學生學習意願。 

3. 教學重思辯，對於資訊融入教學更澈底 

  在觀課的過程中，其實上課老師的教學方式仍是講述法為主。不過由於臺灣和新

加坡的學生，學習的習慣不同，教室設置（備）不同，上課氣氛也不一樣。比如學生

很習慣在課堂上發表看法，所以老師使用問答法的頻率增多，接著引導思考的時間亦

逐漸增加。故教學中，重視思辯的能力慢慢被凸顯，於是乎，當我們這群觀課者走進

教學的現場，約略能感受師生熱切的互動，或者學生自主學習的氛圍。值得一提的

是，雖然老師們也是運用電腦設備輔助教學，但是對於軟體硬體的運用更為精熟，用

觸控螢幕立刻標註重點，或者將內容投影在白板牆上，讓學生直接在白板牆壁上實

作。亦有老師直接利用電腦上網查詢資料講課。以上細節的配合，使學生學習更主

動、行動、互動。 

4. 引用多元創新的教學法，注重跨科領域的協作 

  當教學環境、教學設備慢慢齊全之後，老師的教學方法便是增進教學效能的關鍵

了。在美廉初級中學的簡報中，曾明白指出該校治校重點之一是教學創新，期盼並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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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教師同仁們研發創新的教學方法，來加強同學思辯、分析、統整……的能力。和學

校的老師們對話時，也得知他們運用不同的教學法授課（如 Team Based Learning 學習

法）。立化中學亦有格物致知學習法，營造獨樹一格學校特色，還有這些教學方法，有

時是二～三年的規劃，有時更必須跨科、跨領域的協作。這些教學法的運作，搭配課

程發展的設計，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受惠者，一定是學生。 

 

(三) 另一觀點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參訪是新加坡以升學為主，招生的對象都是學生中佼佼者的有名

學校，對於精英教育之外的教育風景，是否也如此精采，令人好奇。因為台灣升高中的管

道，已經要盡量破除「明星學校」的迷思，在課程發展和教師教學中，所要考量的範疇更

大，且要更適性，更有彈性。我想必須將臺灣與新加坡獨特的不同點考慮進來，不是全盤

套用，才不致發生水土不服的情況。 

 

三、 本校未來發展之具體建議 

(一) 建議擷取「格物致知法」的精神，具體落實本校「做中學、學中做（隔宿露營、校外

教學等）」課程 

1. 立化中學的作法 

    「格物致知學習法」是立化中學在中二所開設的一門課程，該校與本校同屬於完

全中學，在新加坡稱為「直通車」課程學校，為了因應高一有一門教育部訂定的「專

題研究」，在中二（國二）先加以施行教學引導學生，配合中二在五月底的大型活動

「海外學習參訪」又稱「浸濡計畫」，首先由四位教師（華文、歷史、科學、經濟）針

對活動作課程相關設計與備課，從 1 月施行課程到 5 月初，讓學生充分明瞭當地的文

化、經濟、科學等活動，讓學生用 Pauls view 學習法得知專案 project 的設計與解決

法； 

  在中三時利用「高峰會」活動，提出一些議題讓學生試著辯論、討論、與解決，

培養 future problem solving 能力；到了中四選擇不同活動探索，呈現報告；高一就可

以完成自己的專題研究。藉由成長、活動、解決、批判來形塑學生研究的能力。 

  格物致知學習法強調讓學生主動策劃、並實際參與學習，讓課程各科學習內容與

活動項目統整，學生從做中學、學中作，也更容易習得生活技能，讓學生擁有帶得走

的能力。 

2. 百齡高中目前的發展 

  本校目前高一有小論文的活動，但是採取學生自由報名參加與自行尋找指導老

師，不屬於課程的一部分，會在期末作成果的發表與展示，與新加坡「專題研究」有

異曲同工之妙。各科老師都有自己的課程架構地圖（規劃國中三年及高中三年內，需

要具備的能力與授課內容含評分規準），藉由 PLC 的共同備課使得方向更趨明顯。今

年剛拿下全國教學卓越獎的國中部國文團隊，提供全校國中三年國文完整教學架構與

活動結合的範例典範。 

  本校每學期在行事曆中也排定許多活動，在課程計畫中今年度也融入議題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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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盡量讓課程與活動可以完美的結合，也更趨近學校願景的追尋並提升學生由課程

與多元活動中培養校本關鍵能力。 

3. 未來在百齡高中的可行性作法 

(1) 國中部 

    先在國中部教專題研究，由老師帶著學生利用課程結合活動，如:國一闖關活動

將單科課程（國、英、數）統整在活動中，國二隔宿露營在國二上先設計課程:如:野

炊（家政）、繩結（童軍）、隊旗（美術）、軍歌或口號（音樂）、科學（生物觀察與

物理現象）、數學（樣本估算）等。國三畢業旅行由學生自組策劃，如:提出相關課

程、寫計畫書、時間流程、行程安排等，再由老師提供建議修改協助招標等，安排

量身訂作的課程；等升上高一作小論文，由導師擔任每周行程的督導（含授課時數

內的小組討論），再由學有專精的老師加以內容指導，小論文內容會更加完整。 

(2) 高中部 

    課程的橫向連結是一個可嘗試的方式，並藉由活動統整學生學科習得知識並引

導學生主動學習在活動中展現團隊合作與領導才能。本校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的願

景是「成為一所提供多元舞臺，激發學生潛能的優質學校」。 

   高一停辦已久的「公民訓練」可以不再是由旅行社包套的行程，藉由任課老師

的共同備課將相關課程結合，結合認知與體驗活動；發掘自己專長項目，體會生命

熱愛生活，從做中學、學中作。而且以往評鑑委員認為本校活動多元但未與課程配

合的問題，可以提出此解決方式，由既有活動先著手，例如:高二「英文話劇比

賽」，以往由各班各自決定主題與內容，我們可以擬定主題（莎士比亞）文本，英文

老師教授相關內容；歷史老師探討文化社會背景；音樂老師教相關改編的音樂劇文

本型式比較，美術老師提供當時舞台的型態；家政老師提供當時服裝樣式，並指導

學生設計，這樣一來活動與各科課程就可緊密結合，若發展得宜，更可做成（莎士

比亞）周的活動，靜態活動可以展示學生寫作的十四行詩、服裝設計的草圖或成

品、美術創作、或音樂創作曲譜，動態是戲劇比賽，更可邀請家長來觀賞，這樣的

形態正符合本校領先計畫的「閱讀探究、批判創思、團隊合作、藝術涵養及世界接

軌」的五大校本關鍵能力體現。將多元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蘊育學生在活動中

自主學習、強化思考表達方式的多元詮釋，開拓國際視野與領導才能，畢業之後或

許已經忘記學過什麼，但活動的照片影像紀錄是學生難以抹滅的記憶。 

(二) 考慮「自編教材」的可行性 

1. 新加坡的作法 

   新加坡 2006 年教改之後，口號為:教改 3 年一小改，6 年一大改，教師為了配合政

府的大方向，多以自編教材來施行，在國家的課綱與學習能力指標的配合下，擬定教

學目標並透過社群的共同備課，來制定學科間的授課內容與評分規準。課堂上教師以

A4 紙張發下講義，學生用夾子收藏，有時會有參考書目提供學生參考，值得一提的是

講義印製費由學生自行負責，非學校統一支出。 

為了與世界接軌會有一些量身訂作的校本特色課程，如美廉初級學院以簡短演講型式

的「國際時市快報」及海外浸濡計畫（1/3 高一學生的海外學習之旅）；華僑中學-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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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課程（北京的衛星校園學習半年）、潛能發展計畫（邀請海外學者與學生對談）、特

選課程（包含科研、語文、人文、企業等）。 

2. 百齡高中目前的發展 

百齡高中有設置教科書評選委員會，每年度作教科書選用與自編教材的審定。 

(1) 國中部 

  國文科會出補充閱讀「飲食文學」裝訂成冊，社會科（歷史、地理、公民）學

期初會發講義，請學生裝訂成冊配合運用，英文與數學科在單元授課中，依據內容

與學生程度會補充適當講義（不是成卷），藝能科教師會依據單元內容設計適合的學

習單輔佐教授。 

(2) 高中部 

  本校有課程發展委員會在開會時討論，高一校本課程的開設與師資，之後由任

課老師研發課程與教材，一般學科自編教材多為補充講義或考卷，藝能學科高三藝

術生活（音像藝術）始採用自編教材，自編或補充教材的印製費由學校支出。 

3. 未來在百齡高中的可行性作法 

  由高一校本特色課程作共同備課的自編教材社群，由 2-3 位教師對話發展課程地

圖、教材內容與評量方式，因為目前自編教材多為教師一人授課一人編製，缺乏討論

的機制與互評，之後可以考慮在高二作特選課程的開設，作分組教學，目前自編教材

窒礙難行是在於課程單元多為部訂，且教科書書商都做成完整配套行銷，唯有分組教

學才可以落實自編教材的目標。 

   分組教學符合本校（拔尖扶弱）的教育理念，進度超前的學生可以編製 AP 自編

教材內容；進度落後不足同學可以進行自編教材的補救教學。 

(三) 討論開設「專題研究」的課程 

1. 如何做 

  因為專題研究可以訓練學生多面向的學習能力，覺得此課程是很重要也實用的一

門課，如今見識新加坡也施行此課程，在此建議開設此課程。專題研究訓練學生多面

向的能力，如下－ 

A 寫作力：寫作能力 

B 情報力：收集資料的能力 

C 分析力：分析資料的能力 

D 統整力：統整資料的能力 

E 自律力：設置進度的能力 

F 融貫力：加深所學，融會貫通 

G 解題力：解決問題的能力 

H 提問力：學會提出問題的能力 

  其實此門課程在本校曾經開設過，當時也是一門必修正課，並將此課儘量安排給

該班導師任教，但可能由於下列因素，以致此課成效不彰，最後不了了之。因大多數

的老師並不明瞭開設此課程的功用、目的，所以毫無章法，另外老師認為對於此科學

生作業，牽涉範圍很廣，且具專業性，無法正確精準評改，此外更對於上課流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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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方法一無所知，往往事倍功半，而上課人數過多，無法一組一組深入指導，學生的

作業成果往往流於形式。相較於過去學校一個倉促的政策，指定要開設「專題研究」；

一紙排課通知，遽然得知自已被排了一節「專題研究」，真會令人手足無措。現在若要

開設此課程，一定要從教師的認知改變起，並且要老師知道開課的目的為何?是否配合

學校願景、使命和目標?具體實施的流程是如何?要如何評量?一一細項，都要先整合成

粗步的計劃了，這也是此行所給予的啟發。 

2. 具體實施規劃 

  為了證明此建議不是空談，茲將一些細部架構，張羅如下： 

(1) 開課時間 

A. 校本課程：若真擠不出時間，可以先由校本課程時間，至少可以跨出第一

步。 

B. 正式課程：本校其實有老師在指導小論文，但僅限少數人，幾位辛苦的老

師，利用私自的時間指導，若設成正課，師生便有更專門的時間了。 

(2) 開課師資 

A. 建議全校老師一起推動，且希望此課是可以一班 20 人左右。（這點確實很

難） 

B. 以研習方式或 PLC 方式，培訓老師上此門課的教學方法。 

(3) 上課內容 

A. 以治學方法為主體，而非指導小論文中的專業知識。（每科老師皆可以上） 

B. 引導學生出小論文的研究主題，研究主題以所學課程內容的加深內容及解決

生活中問題為主。 

(4) 落實方針 

A. 此課課程必須指導學生提出寫作計劃 

B. 此課課程是要提供學生研究主題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並監督檢視研究進

度，至於其業知識的內容及內容文句表達文句是否通順優美，可視情況指

導。 

C. 課課堂並且是提供寫作小論文的時間，以分擔其課時間的課業負擔。 

D. 基於團隊意識及合作觀念培養，建議以分組方式，各組共同完成一篇小論

文。 

(5) 評量方法 

A. 將各領域相關小論文，交由各領域教學研究會評改分數。 

B. 設計共同認定的評改標準，以達各組小論文評分的公平性。 

(6) 其他備套措施 

A. 收集各組小論文的電子檔，建置於學校網頁中，以供他人及學弟妹瀏覽查

詢，以達觀摩之效。 

B. 對於優的作品，給予同學獎勵外，也請獲獎同學向大家簡報，訓練同學口語

表達能力。 

C. 小論文不僅是作業，更是備審資的內容。藉此增加備審資料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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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促進教師教學的方法 

  為提升本校高中學生英文興趣與熱情，激發學生思考、分析與統整的能力，可採行： 

【方案一】 

1. 依學生能力採分級或分組教學：現行會考造成班級英文程度落差極大，老師教學想

達到以思辨為目的仍有其困難，因此可採能力分級（組）分是教學。行政方面須向

家長、學生加強宣導；老師方面須討論如何分級與協調授課班級。 

2. 針對各級（組）的能力及符合思辨目標，老師共同研擬教材；教學方面須以學生學

習為主體，改變傳統老師以講述為主。 

3. 思索未來學生升學學業成績的公平性，其測驗題目須考量難易度之比例或題型。 

4. 搭配英語活動（如英語話劇）或英語專題作業（如介紹士林夜市演進），做中學，

提升英文興趣，增進英文能力與視野。 

【方案二】若方案一執行有相當困難，可以先行開設菁英班，是其成效逐漸全年級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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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教師專業發展與社群運作 

一、 參訪學校本向度之綜理 

  在出訪之前，師大的林子斌副教授曾告訴我們：新加坡一直以該國的教育為傲，該國

的前任教育部長甚至直指教育是新加坡國家發展的核心，因為教育的成果是產生優質的人

力資源，而這正是新加坡政府自認為的競爭力基礎。事實上，不論是瑞士洛桑管理學院

（IMD），還是世界經濟論壇（WEF），研究結果均顯示最近兩年新加坡的世界競爭力排名

總能維持在全球前三名之列。究竟是什麼原因造就了高品質的教育環境，好讓新加坡如此

充滿競爭力呢？根據林子斌副教授的研究，新加坡的教育成功主要奠基於三個重心，分別

是「教師的招募與培訓」、「發展優秀的學校領導人才」，以及「適才適所的安排」。 

  儘管政府已經用宏觀的戰略角度規劃與完成大部分的教師召募與培訓工作（包括教師

分級制度），但本次我校組成參訪團訪問新加坡中學，重點先放在具體觀察學校層級的教育

機構中，教師如何細膩地持續發展教學專業，與維持教師專業社群的良好運作，畢竟「見

證實況」與「以生命感動生命」的模式應該也可以同樣發生在校際之間，成為繼續維繫教

師熱情的最直接方式。另一方面，本校教師過去兩年密集透過組織「專業學習社群

（PLC）」進行專業對話與分享，也累積了不少實務經驗，亟需找到一些可供參照比較的實

例做為反省與思考的起點。這次參訪的學校為美廉初級學院、華僑中學和立化中學，恰好

提供了我們不少檢討和反思的機會，不過在做出綜合省思之前，先簡單描述各校的概況。 

 

(一) 美廉初級學院 

  美廉初級學院創立於西元 2003 年，是一所學制為兩年的大學預科學校，相當於我國的

高二與高三。根據新加坡的教育制度，該國小學生在修讀完六年課程後必須參加「離校考

試（PSLE）」，大多數人接著會進入中學，至少修讀四年。美廉透過劍橋 O 水準考試（GCE 

“O” Level）考試錄取具有學術傾向的中學畢業生進來就讀，兩年之後必須通過劍橋 A 水準

（GCE “A” Level）考試攻讀大學。 

  因為上述制度背景，美廉師生從一開始就有注重培養學生學術能力的共識，也因此首

屆學生入學錄取分數雖然不高，卻能在畢業時締造佳績，從此新生錄取成績不斷走升。 

  在教師專業發展方面，為因應學校辦學現況，美廉會要求教師了解 A 水準考試的趨勢

方向，並藉由每週的「部門會議」（約略相當於我們的學科教學研究會）討論課程與教學的

重點和難點，同時又以校本選修課程為主要依據培訓教師。 

  例如為了因應劍橋考試中愈來愈多的批判性問題，美廉從 2011 年開始推展「創新教

學」，強調在戰略上應該讓課程跟上時代，其中關於批判性思考、反思、協作與溝通交流的

能力都成為教師研習與聚會討論的重點項目。為了加強教師根據學生能力與教學進度給予

適當回饋的反饋能力，他們也會在放假之前安排約兩小時的教師研習課程，延聘校外專家

或校內教師做為講師，舉辦研習活動。每年大約兩次，據說全校教師出席，意願都頗為高

昂。此外，學校也會安排教學法之相關培訓課程，或者在各部門中，由部主任召集針對教

學專業與各項教學事務進行聚會討論。 

  當我們問到某部門這類研習或討論是否為強制參加，教師們參加的意願如何時，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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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告訴我們，每位老師一年有 100 小時的「培訓權」，可以到校外參加研習，他們所感受

到的是鼓勵積極進修而非強迫參加。而且有的科目，例如數學，會有「大講堂課」，一個教

室要同時容納二百到四百人上課，又有小教室的「小組討論課」，也有 18 到 22 人在裡頭進

行習題研討，一門課往往需要許多教師組成群組共同備課討論與編寫教材，並齊一進度；

大講堂中先會有一人在台前講授教材內容，其他教師則協助在講堂中巡視學生，觀察與協

助學生學習，到了小組討論時，這些教師再分別授課。學校還特別在網路上設置共享資料

夾，方便同一群組的教師存取共同教材或資料。同一部門的教師常有機會頻繁互動，例如

數學部與經濟學部的教師每年都會一起製作歡送應屆畢業生的影片並上傳 YouTube；而資

深教師也會熱心輔導提攜新進教師，常和新進教師分享自己的經驗。 

 

(二) 華僑中學 

  華僑中學（華中）算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學校，校史可以溯自 1919 年，為合併新加坡南

洋華僑中學與華中初級學院而成，目前實施的是該校率先提出的六年制「直通車」綜合課

程，其高中部學生主要來自本校初中部與鄰校南洋女中。 

  育人科的李科長特別在簡報中提到，該校學生來自全國最優秀的前 3%，其學術成績、

品格發展，以及在國際活動與競賽中的傑出表現，在在讓學校引以為傲。而學校以全人教

育為基礎，強調生活技能（Life Skill）的重要性，鼓勵學生「熱愛生活」、「關愛世人」、

「為社會謀福利」，期許能培育國際性的政商界、科研界領袖人才。因此，華中的課程設計

多元而富有深意，不但率先建造全國唯一的「科研樓」，結合大學資源供學生進行科學專題

研究，同時也開發許多選修課與「特選課程」，培養學生的多元能力，尤其是「知識與探

索」課、人文學科特選課程、雙文化特選課程等等都頗有特色與備受好評；另外搭配「華

中潛能發展計畫」，尚有海外服務及領袖培育課程，每年還會利用 6 月、12 月的假期安排

學生到海外遊學或辦理營隊訓練。華中每年約有 40%的畢業生能夠進入全世界的頂尖大學

就讀。 

  豐富的課程設計背後，華中教師功不可沒，因為他們持續自我要求進修專業，以傳授

學生更深、更廣的知識內容。儘管因應學生升學考試的需求仍是基本目的，但學校也鼓勵

師生盡量騰出時間做更開闊的學習，內容不見得要和現行高中課程規定有關。陳副校長告

訴我們，只要老師有意願，即使想到國外參加研習，學校都會全額贊助；每年學校的預算

經費有 4%都用於培訓教師。藉由與南洋女中合辦教師專業研究發表會，以及鼓勵老師參與

國際論文比賽，華中教師獲得許多展現教學研究成果的舞台。另一方面，華中還設有培訓

中心，由一名科長負責，統籌辦理學校老師的校內外研習與培訓；對於自行招聘的優秀老

師，如果沒有教育相關學分的，此中心亦會安排課程協助這些老師取得教育學分。學校不

但允許教師於學期中進修研究所碩士與博士，寫作論文或考試期間也準許老師請假。平日

鼓勵教師一年至少要參加校外研習 2 次，而校內同一部門的教師討論更是不必受限於表定

的時間，資深老師也總能無私分享其教材與經驗。參加研討會或研習的教師，還可以在這

些場合與同仁分享收穫與心得。在華中，教師每週表定上課約為 12 小時，但部門主任還會

自訂每週約 1 至 1.5 小時的分享會，讓同一部門（學科）的教師可以一起討論教材與教

法，並時時監督檢核課程計畫的執行程度。華中另設有獎勵教師制度，鼓勵教師盡量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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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教學法，並對外發表分享經驗。學校設有「Teaching and Learning」社群網頁，留存

歷年教學資料供所有教師參閱。 

(三) 立化中學 

  立化中學是由新加坡政府設立的第一所華文中學，目前也實施六年制「直通車」課

程，包括中學四年與初級學院兩年，其間學生毋須再參加劍橋 O 水準考試，只需要在最後

畢業時參加劍橋 A 水準考試即可。但也因為如此，我們充分感受到立化對於中學階段中一

到中四（相當於我國國七到高一的四個年段）的整體規劃用心。立化在這段期間強調用

「格物致知學習法（Construct, Integrate, & Differentiate，簡稱為 CID）」培養學生的學習習

慣：中一著重思考能力的訓練；中二則是由學校安排所有學生在學期結束的最後一週到中

國大陸或台灣參訪，從宏觀的角度回顧新加坡的地位與處境；中三則是帶領學生進行行動

研究，稱為「未來問題之解決（Future Problem Solving）」，於學年結束時辦理全年級的領

袖論壇，同時也邀請各國的 15 歲學生共同參與，學習發掘未來世界可能面對的問題，並思

考可能的解決方案；中四學生則是著重於專題研究（Project Working）。 

  基本上，立化的中學與高中教師並沒有相互流動，而各科教師們的專業發展、社群運

作則是和他們的課程規劃有相當密切的關聯。在中學部分，課程有教育部的教科書，教師

不必特別自編教材，然而他們會依任務組成專業學習社群，共同策劃課程或學習活動。而

且因為立化是由原本中一到中四的學制延伸到高中，教師似乎有較多機會去探討如何利用

多餘時間增進學生思考以及多元試探發展的管道，並且強調不會因為實施直通車課程而讓

學生提早學習。例如中二的海外參訪，就會由華文、歷史、科學與經濟四門學科的老師共

同備課，從 1 月開始利用每週固定時間討論，一直到 5 月帶領學生出國。先在課堂上提供

學生參訪國的經濟與文化面向，再帶領學生與新加坡比較，其中亦規劃有相關實作課程，

協助學生反思新加坡的國際地位。而中三的「未來問題解決」也會安排四名教師一組共同

備課，輪流授課實施教學。此次參訪恰逢立化即將舉辦全球學生峰會，今年約有 650 人參

加，老師就會根據和中三、高一同學的討論，融入課程，調整進度，讓學生學習籌劃實施

整個活動。在中四的專題研究中，教師則是討論如何融入學校強調的價值觀與思維方法，

並帶領學生往自己的強項發展。在高中部因為沒有教科書，教師會依據課綱自編教材。每

週都會有至少 1 小時的時間共同討論教材、教學心得，年度教學研究主題（包括教學法）

等等。即使是班會課，也會有三到四位老師共同研發品格及種族融合等相關議題的教材，

上傳到學校網路的教學平台上供各班的班主任（導師）使用。 

  最讓我們驚訝的是，在參觀立化校園的路上，所有被我們不期而遇的教師都非常熱情

地邀請我們參與他們的課堂活動。例如一位似乎是教授創意與科技的男老師突然衝出教室

帶我們進去參觀學生的創意作品陳列室，顯得非常自豪；一位正在家政教室上課的女老

師，也在發現我們經過時特別開門邀請我們進去參與他們的烹飪活動。為什麼這些老師都

充滿自信和愉悅的神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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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正在向我們說明手中

這件學生作品的妙用 
學生作品與得獎紀錄陳列室 

  也許我們無法馬上得到背後的答案，但有兩條線索卻讓我們所有同行教師直呼不可思

議。首先是立化在校外舉辦的校務會議與工作坊（只有學校人員參加），這次舉辦的地點是

度假勝地聖淘沙（Sentosa），在兩天一夜的活動安排中，既有時間讓所有教師藉由參觀行

程思索適合學生的價值觀，也安排有會議與分組討論，讓教師一起討論學校的共同願景、

使命與價值，尋求落實共識的具體方式或機制。據說這段期間學校也邀請聖淘沙的經理人

與學者專家蒞會擔任講座，提供多元刺激與啟發。其次是在我們經過教師辦公室時意外發

現的一項「教職員餐會（Staff Dinner）」活動主題徵求公告，從陳列的照片中可以看到教師

玩得多麼開心。這些活動都是教師自發辦理的教師節慶祝活動，藉以促進教師之間的情誼

與活絡教師的工作環境。 

  

2013、2014 年的教職員餐會（Staff Dinner）主題 

 
 

歷年教職員餐會活動變裝相片 徵求 2015 年教職員餐會主題 



64 

二、 參訪學校本向度之心得省思 

  綜合本次參訪見聞，我們約略可以從下列幾個面向歸納在學校層級之「教師專業發展

與社群運作」議題的觀察發現。 

(一) 學校教師社群都發展哪些專業（What）？ 

  這三所學校的教師必須獨自或與他人組成社群研發符合教學需求的教材。然而除了研

發教材外，尚有其他教學專業能力常見於這三所學校的教師身上。例如美廉初級學院的教

師會以校本課程為依據，組成團隊發展強調批判、溝通、協調、團隊合作的創新教學，並

積極發展自己反思與反饋學生的能力，落實於課堂中。華僑中學強調全人教育與培育領袖

人才，因此教師社群發展可以激發學生自主學習，或是發展符合前述教育目標的教材與教

學方式，像人文特選課程教師就發展出培養學生表達力、整合力、批判力的教學模式。而

立化中學的教師需要能在會議中討論新學年的未來學科發展方向，而上課時串連台上台下

同學對話討論習題解法的表現亦相當特別；這些教師除了在專業上展現對學生學習的敏感

度，也讓人感受到他們對於本科教學的重視與專業評鑑能力。 

  

教師編製的講義釘成厚厚一本，成為

高中生上課時的主要教材（美廉） 

教師邀請學生講解習題，也邀請有疑

問的台下學生與講解者對話（立化） 

  

講解後進行小組討論，教師能立即解

答學生的疑問（美廉） 

剛剛授課完的教師立即接受學生的課

後詢問，並馬上予以指導（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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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和小組學生對話討論，對於資訊

融入教學的方式也相當熟悉（美廉） 

教師以多媒體輔助教學，增進學生學

習效率（美廉） 

(二) 學校教師社群有哪些人際互動與分工（Who）？ 

  三所學校的教師在談到教師討論教學、備課與試題命題時，都不約而同提及「部主任

（相當於領域或學科召集人）」或特定角色。在美廉，學校會邀請有資格且經部門內同事同

意的老師擔任部主任，並安排四個月的培訓期；以數學部為例，主任可以指定出題方向，

並帶領同事分配工作、討論試題，也會和資深教師一起指導新進教師，進入課堂觀課。華

中的學科部門甚至設有「組長」，教師初步完成試卷命題後會先給組長看過，再讓兩位同仁

模擬學生試寫，最後共同完成這份試卷。立化的科學部還分為物理、化學、生物三個學

科，設有「科主任」帶領同仁進行專業研習討論。 

  

美廉初級學院部分教職員群像 立化教師午餐聚會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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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化教師午餐聚會一景。旁邊為教職員

餐會主題徵求廣告與信箱 
立化中學的組織架構與教職員相片 

 

  這三所學校的教師都提到除了課表上排定的討論時間外，同仁們的聚會討論相當頻

繁，而因應課程教學的分工也相當緊密，只要有需要，就會一起討論教材或教法。例如美

廉共同合作備課的教師可以分頭擔任不同單元的授課；華中的數學教師在上大講堂課時，

同組備課的其他人會在旁邊協助照應學生狀況，而他們的講義也會共享；立化的中二參訪

動用到四個學科的教師共同討論課程內容，我們也實際見到該校同科（例如英文科）或不

同科教師利用午餐時間聚會聊天與討論的熱絡場景。在美廉與立化，我們還看到學校將所

有教職員的相片貼出來，方便學生認識平日在校園中遇到的師長，營造出一個團隊或大家

庭的氛圍。 

 

(三) 學校教師社群的活動時間（When）？ 

  一如前述，這三所學校的教師都提到聚會討論的次數相當頻繁；從立化的例子可以看

到午餐時間是個不錯的聚會時段。一般說來，三所學校都會在課表上排定固定時段做為部

門共同時間（大約相當於我們的領域時間），每週從 1 到 3 小時不等。但所有教師都說真正

備課與討論教學的時間遠高於此。尤其三所學校的教師座位都以學科為單位優先就近安

排，因此平時同科教師就能就近討論教學工作。 

  此外，美廉的教師提到每個月會有一次所有教師一同參加的「校務會議」，盡可能將重

要訊息公開；而開學前也會有傳達國家與校本課程發展方向的備課研習，並且在那個場合

凝聚全校共識。立化中學則移地舉辦校務會議與工作坊，讓全校教師一起在校外思索學校

的外來走向，並討論落實的方法，另外逢重要節日還有教師自發性的慶祝活動以聯繫教師

情誼。我們訪問立化時，恰好遇到他們的種族和諧日活動，除了在學生餐廳附近有老師帶

領學生進行印度彩繪活動，我們也看到一些老師穿著民族服裝在辦公室裡相互拍攝合照。

就整體而言，這三所學校的教師對於教師社群的活動均習以為常，要不是我們主動詢問，

幾乎都不太認為有必要特別拿出來介紹，可見得他們的社群運作早已融入日常生活與工作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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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化中學種族和諧日活動攤位人潮。 立化中學種族和諧日活動攤位內容。 

 

(四) 學校教師社群通常在哪裡運作與活動（Where）？ 

  一般說來，這三所學校的老師都提到利用辦公室就近進行討論。像立化中學的教師辦

公室就設有充裕的空間可供聚會，不論是進行非正式會談或教師小聚（例如午餐聚會）都

很適合。在美廉，辦公室中會設立學科專用公布欄，方便教師查詢課表與溝通事務。我們

還注意到這些學校的教師辦公室大門多設有門禁，必須刷卡或鍵入密碼才能讓教師進出，

連學生要來找老師問問題都必須先透過聯絡電話，而交作業則有專用的聯絡箱。這種做法

與目前我們國內或校內不同，對於阻絕閒雜人等進出辦公室，保護教師處理許多校務時的

秘密或隱私，尤其是命題、評分等事務內容的安全，有相當大的助益。 

  

供教師社群開會使用的小型會議室（美廉） 教職員起居交誼室（美廉） 

  

教師辦公室中的學科公布欄與課表（美廉） 教職員起居交誼室（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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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辦公室可視為教師社群時常活動的場地外，這些學校還為教師或所有教職員特別

設立會議與交誼場所，方便大家平日議事與交流研修。例如美廉初級學院有一間小型會議

室，平日可供各個不同的教師社群開會討論事務，亦可做為教師聯誼場所，其對面另有一

間起居交誼室，可以提供飲食與休閒設備讓不同族裔教師在室內休息與進行活動。立化中

學則是特別規劃了一間「優質教學中心（Pedagogical Excellence Academy，簡稱為

PEA）」，內有各式教學參考書籍與影音光碟，以及方便教師討論使用的桌椅和空間，讓教

師社群可以更舒適地進行包括備課在內的各種專業討論活動。 

 

(五) 學校教師社群發展專業的動力為何（Why）？ 

  促使教師專業社群活動如此蓬勃的因素，我們粗淺地歸納為下列兩部分。首先是為因

應政府課綱以及學校辦學目標的要求。我們可以從教師的談話中感受到教師的教學任務很

明顯地與國家及學校的辦學目標掛勾。在大方向明確的前提下，各個部門的教師因分配任

務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群組結合，進而藉由各群組內部的分工合作逐步取得整體的進步。

尤其他們認定這幾年的教育政策「三年一小改，六年一大改」，而接下來又要有一波大改革

時，在心態上似乎是已經做好準備繼續打團體戰的。 

  其次，是考試領導教學的方式讓教師教學有了更務實的方向，學生從中取得學習的甜

美果實後，反過來推動教師檢討哪些教材與教學法的取設去留。這些學校有多位老師提到

劍橋 A 水準考試的試題特色，不論是英文科、數學科、還是人文社會學科，都有強調整合

事實，加強論述與批判性等等趨勢，因此教師在準備教材與設計教法的同時，也都會朝這

些方向發展與補充。以數學科為例，這三所學校的教師為因應考試需求而在課程中全面引

入圖形計算器，導致和函數或方程式有關的問題都必須改為更重視分析圖形、分析數據的

類型，我國大一微積分的內容也順利地「提早」（相較於台灣而言）以工具之姿進入他們的

中四與高一（相當於我國的高一與高二）課程；再以地理科為例，立化中學的老師也是透

過事先讓學生帶回家完成的作業引導同學們分組討論、報告與澄清觀念，這對於增加學生

印象、增強學生相關能力是有幫助的。華中的科長在介紹其特色課程，如「知識與探索」

課、人文學科特選課程時，也提到類似上述模式先蒐集資料再討論分析的教學法讓學生在

進入世界各頂尖大學後仍然能與他國同學並駕齊驅，不遑多讓。 

 

(六) 學校教師社群發展專業之機制（How）？ 

  雖然短暫的參訪並不容易讓我們窺得對方學校教師專業社群發展的全貌，但稍作回顧

整理，還是有以下幾項特點可以做為借鏡供我們反思。 

  其一，積極建立制度與挹注經費。這幾所學校都是在上層就提供教師社群發展專業的

極大便利，以致於教師在談到各自的社群活動經驗時，幾乎沒有相關經費與制度上的擔

憂。例如美廉初級學院對於部主任的培訓，讓這些社群領袖有能力依循制度成為專業發展

的「領頭羊」，而華僑中學有規劃教師全年研習內容的「培訓中心」，更以 4%的全年預算投

入教師專業進修，鼓勵教師創新教材教法。這些學校都聲言支持教師主動申請研習與進

修，完全不在意安排代課教師。據說有個代課教師人力資源庫，正可以因應這類情況。 

  其次，教師的工作量恰足以負荷，不致損及專業發展。這三所學校的教師實際授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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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約為每週十二小時，其餘時間，教師通常拿來進行備課與社群的專業發展活動；再加

上各班人數最多二十幾位（大講堂除外），教師對學生學習的關注還會更加細緻。以立化中

學為例，老師每週基本時數 12 到 13 小時，含共同備課時間 1 小時，，若擔任班主任則有

班會課 1 小時。這樣的授課時數，自然讓教師有較多的心力可以參與各種課程研發與專業

討論活動，並且能配合學校開設課程與辦理活動。 

  最後，分工合作成為教師社群的工作常態，專業發展變成專業要求。多數教師告訴我

們，他們常常會與其他教師共同備課、準備教材，或者是一起討論教學方法。例如立化中

學的教師說，他們為了因應即將到來的課綱調整，各個學科部門的教師都會分組，分單元

檢視原本使用的教材，是否符合新課綱的需要；華僑中學的老師說，他們會因應教學科目

的特殊需求，組成研究小組，一起找大學教授學習並帶回校內討論分享。即使少數教師必

須獨自研究、發揮專才，並未使用共編講義，但以華中的「英文理解與寫作」課為例，授

課教師仍然會依據課綱一起討論授課主題與大架構。 

 

三、 本校未來發展之具體建議 

  綜合上述發現，對照本校之現況，至少有下列三方面可以嘗試加強與完成，以促成本

校教師社群之專業發展。首先，在「教師專業發展」方面，建議： 

(一) 各領域、學科的教學研究會或學習社群，在每學年初能擇定一項年度發展工作目標，

就此目標進行規劃與研討。 

(二) 所有參加學科教學相關研習的教師必須在返校後擇定一次專業社群（PLC）時間進行

簡報，與同事討論。 

(三) 每年可由教師自辦教學研究成果發表會，初期僅供校內同仁參加，由學校或教師會等

教師團體提供簡單有趣之獎勵，促進科內與科際交流。 

(四) 鼓勵資深優秀教師輔導年輕教師，共同進行備課研討與發展專業知識，平時亦可藉由

優質環境設施（例如圖書館或社群研討室）與良善制度（例如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或教

學研究會議）安排教師對話，鼓勵交流教學與生活心得。 

(五) 擇定具體行政單位（例如研發處或教務處實驗研究組）做為「優質教學研究發展中

心」，負責主動協助、規劃與統籌教師的各項進修與研習，促使教師可以有目標、有系

統地進行在職專業發展，甚至可以主動協助或支助有興趣進入研究所研修的教師取得

碩博士學位，並安排後續返校貢獻專長相關事宜。 

接著在「教師社群運作」方面，建議： 

(一) （人）將教師編組，負責規劃與執行教師專業社群可能遭遇的各項工作，例如建立各

教學、備課工作坊。初期可暫以同一學科或領域為一組，但務求每位教師都納入。 

(二) （事）每位教師都能在授課以外至少認養一項校務工作，參與其規劃、籌備與推動執

行，這些工作包括規劃發展教學專業或指導學生競賽學習，協助合作社、教師會，參

加特定必要研習活動等等。課務較少者可以認養工作量較大或較長時性的工作，課務

較多者可以認養工作量較小且較無持續性的工作。 

(三) （時）讓備課日與正式開學日之間空留一段時間，供教師思考與規劃具體做法，例如

在開學前十天召集共同備課，也可以安排在前一學期末或暑假剛開始時進行共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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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同一學科領域或同一編組的教師可以在領域共同時間外，商請教務處配出至少一

節課的共同時段作為小組討論時間。 

(四) （地）進一步規劃裝修專供教師社群聚會、討論、研修自習之固定場所，例如圖書館

社群研討室與教師會辦公室可列為優先考慮地點。另一方面，考慮設置導師與專任教

師辦公室之門禁，讓教師可以安心地在辦公室辦公與討論，不用擔心學生與校外人士

的干擾，但也相對增設可供師生討論之空間，讓教師可以更方便地提供專業諮詢。 

(五) （物）教師社群研討場所內除了可活動的必要桌椅設施外，至少要配備電腦、網路、

投影機與螢幕，以及教師專業發展相關參考圖書、影音光碟，亦可增設休閒設施。各

導師辦公室與專任教師辦公室中應加強充實其生活機能。 

(六) 為交流教師情誼，促成教師專業發展，每年由教師自辦餐會或文康活動，自行聚會聯

絡感情。大型重要會議，如校務會議，亦可考慮移地辦理，以協助教師轉換心境與活

化思維。 

最後，在「其他相關支援事項」方面，建議： 

(一) 學校主動凝聚全校教師看法，就校務願景與總體課程提出簡潔之具體目標與方案，在

各領域或各科教學研究會，以及共同備課之社群編組中要求討論與落實。 

(二) 學校對於擔任法定重要委員會委員或接任特定工作之教師，如擔任導師、認輔教師、

領域召集人，合作社、教師會理事，或指導校本課程、學生社團，辦理營隊等等活動

之教師，應主動關懷、協助，並給予培訓機會。 

(三) 學校主動將與會者相似之會議、性質相近之會議合併召開，盡可能減少不必要之開會

時間。開會前務必責成行政同仁提早規劃準備，以縮短會議流程。方能盡量將在校辦

公時間空出來用於準備教學工作與支援教學工作上。 

(四) 教務處配課（或學務處徵求導師及指導社團、聯課活動教師）應考量人員互補合作之

可能，除了積極規畫共同討論時間，務求能讓教師在從事研習活動的同時可以有另一

名教師支援授課，不虞拖延教學進度。就長遠來看，建議學校聯絡附近友校，或建請

教育局，建立較大範圍之代理代課教師人才資源庫，可以為長期或短期代理代課教師

提供備選人才。 

(五) 教務處盡可能縮短每位教師的授課時數，並考慮實驗協同教學的可行性。期能減少教

師工作負擔。 

(六) 請教務處或研發處主動協助教師將性質相近之校本選修課程、聯課活動課程之指導教

師編組共同備課或討論教案，積極實踐校務願景及總體教學目標，可規劃經費製成方

便沿用之教學文本，以累積此類校內課程之共同智慧，更可統整做為校外招生之重要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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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學生學習與校園營造 

一、參訪學校本向度之心得省思 

本次參訪新加坡三所學校，共同點為其學校願景明確、目標清晰。其中令人印深刻的尤為，

基於國情及多元民族構成考量，參訪的三所學校其辦學目標多以為國家培養未來的領袖為使命，

致力培育學生能在具有挑戰性的社會中，充分發揮其領導能力。然而，培養學生領導能力雖為

其最高理想，學校辦學於其能力養成的過程中，更設定了不同階段性的次目標，即強調學生的

全人教育與強化其對未來人生目標設定的重要性，同時也重視學生為社會服務的責任。 

    至於「校園營造」向度方面，正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參訪號稱沒有地震風災的

南方島國新加坡，透過交流座談、教學觀摩，經驗分享發現： 

新加坡政府規定面積初級學院（中學）面積至少應為 6 公頃且操場為草皮 400 公尺跑道，教育

部針對不同學校規模，有不同的學校腹地規定（中學 4、小學 2.3）。 

    此外，本次參訪三所學校設有餐廳、校園討論桌椅設置、大小講堂、分組討論室及教師討

論空間等設施，並佐以情境布置；教室外走廊裝置遮陽板，教室內窗戶為可調式玻璃通風窗，

教室內直接油漆成白色牆面做為投影螢幕及書寫於白板筆用，教室外設有鎖置物櫃，教室內皆

為跑班上課或分組討論組合桌椅設計及固定考試專用桌椅二種，老師上課除了上百人大講堂外，

不用麥克風，校園則隨處可見學生利用空間閱讀或自主學習研討。 

    三所學校教師辦公室皆設置隱蔽有刷卡辨識門禁系統，避免學生、家長或外人直接進入教

師辦公室而干擾教師教學研究或備課，學校設有一處服務櫃台，單一窗口服務諮詢。其他方面，

立化中學有校園無障礙空間相關設置，有完整聯絡走廊但走道較狹窄，其餘兩所並未見到。 

    校園打掃外包。新加坡校園興建或修繕工程分自主學校及主流學校二種制度自主。學校修

繕經費由學校自籌，而政府補助主流重點學校每年會依情況編列預算給主流學校一筆經費做為

學校修繕校舍經費；學校無總務處，修繕及清潔工作則委由物管中心主任辦理，但由學校校長

決定如何使用這筆經費。 

 

美廉初級學院 

(一) 學校亮點：重視品格教育，全方位揚升學生潛能。 

(二) 在學生學習方面，美廉初級學院主要有以下亮點： 

1. 校園重視品德教育，導師利用班會進行專業品德教育課程；制訂相關校規，除導師外，

全校教職員皆具體要求學生包含服裝儀容等日常行為規範。 

2. 如之前參訪向度所述，本校教師教學目標具體明確，連帶影響學生因課程地圖明確，

故能清楚掌握學習目標。 

3. 實地觀課時發現，學生主動學習風氣盛，於分組學習與小組討論全心投入展現學習積

極度，自律自主性高，並能善用資訊科技工具進行智慧學習。 

4. 學校價值重視全人教育，除正式學藝課程外，也很重視學生社團活動，鼓勵學生規劃

發展服務性社團活動，並延續深化學長指導制度，提升學生自治及各項規劃辦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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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園空間設施整體規劃，學校對於相關經費使用自主性高 

1. 政府投入校園營造的預算充足，且學校對於相關經費使用的自主性高， 

2. 校園建築設計活潑，色調開朗；善用校園空間，融入學校歷史或學生成果典範為裝置

藝術，重要規則公告（如考試規章）採圖像式，活潑好記不呆板；校園遍布自習空間

（多元學習角落），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與管理，提供學生之間或師生間交流的理想場域。

採外包廠商進行清潔，且學生自律富自律精神，校園整潔，教室內少見教學物品或雜

物。 

3. 教師研究空間與教學場域有明確區分，教師辦公室設計完善且有安定的辦公空間（教

師辦公室有安全門禁措施、有學生繳交作業箱、有電子佈告板）；另設有教師討論室，

環境活潑舒適。 

4. 教室環境舒適明亮，硬體設備配合課程規劃與不同的教學情境，如：配備有小組討論

的討論課桌椅、無線連接單槍投影機（線路皆隱藏式）設備簡潔且具高使用效能，符

合師生學習需求 

 

華僑中學 

(一) 學校亮點 

  重視全人教育，強調生活技能（Life Skill）及自主學習。 

    如前所述，學生來自全國最優秀前 3%，其學術成績、品格發展，以及在國際活動與競

賽中的傑出表現，在在令人耳目一新。而學校以全人教育為基礎，強調生活技能（Life Skill）

  
 

學生於課堂中熱烈討論 學生於課堂中熱烈討論 
學生利用校園多元學習空

間從事各項活動 

   

溫馨明亮的教師討論空間 校園情境布置（校史） 
校園情境布置（歷屆學生典

範） 



73 

的重要性，鼓勵學生「熱愛生活」、「關愛世人」、「為社會謀福利」，期許能培育國際性的政

商界、科研界領袖人才。無論教綱如何改變，始終以生活技能 life skills 為核心價值，培養學

生帶的走的能力。 

  

1. 訓練並展現學生領袖才能與公民素養，社團活動十分活躍，強調品格教育，學生需完

成平均 110 小時的社區服務，搭配注重服務學習、「華中精選周」等規劃及多元社團參

與。設有學生理事會制度（student coucil），激發學生規劃執行能力，如承辦高峰會、

負責內外接洽安排活動……等等，希冀培養出熱愛生活，為他人謀福利的領袖人才。 

2. 配合學生需求，在不同階段提供不同的課程及協助，除綜合課程外，更設計多元特選

課程，包含美術、音樂、科研、語文雙文化、人文學科、企業與金融，深化學生學習、

思考、批判與表達等能力。更搭配各項潛能發展計劃，如科學天才培育計劃、海外科

研實習計劃、國大科研計劃、……。另外提供學生海外交流學習機會、生涯輔導規劃，

並資助卓越的弱勢家庭學生（如總統教育獎）。 

3. 每班人數不超過２５人，利於師生問答互動，用心智圖引導，重視學生自主學習及課

堂中的討論和發問歷程，尤其人文學科課程設計不強調有標準答案，引導思辨發展，

訓練學生之分析與邏輯能力。 

4. 學生素質高，自主自律性強，利用空堂時間從事自主學習，藉由特選課程提供更加深

加廣選擇。於大講堂教室約四百人同時上課，尚能保持一定秩序，令人印象深刻。而

依未來欲就讀大學科系決定自己的課程，學習與未來發展方向一致；對於修習的課程，

則願意且必須投入相當的備課時間。此外，為達成潛能開發，學校更不惜重資聘請世

界各地大師級的人才，與學生做面對面的會談。以期學生「見賢思齊」，並藉此拓展眼

界。 

 

(二) 完善校園空間規劃及活潑朝氣的氣氛營造 

1. 校園建築規劃重視歷史文化底蘊，校園建物充分利用歷史元素，透過建築設計傳達文

化內涵；藉助間佈置和氣氛營造，塑造活潑朝氣。在空間規劃方面，隨處可見利用角

落展示學生成果與融入校史，開放的學生作品展示，能培養學生美感，而校園角落設

置鋼琴，提供學生使用，增添藝文氣息。 

2. 校園遍布自習空間（多元學習角落），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與管理，提供學生之間或師生

   

不同年級學生利用校園角落討

論交流 
藝廊典藏學生優秀作品 藝廊典藏學生優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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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長學弟間交流（共用餐桌）間交流的良好場域。 

3. 教室配備基本完善，講求實用功能，提供學生置物櫃及社團活動空間，大講堂設施令

人驚艷，可以錄影同步教學，課後亦可上傳課堂影片，讓學生下載以利自主學習。 

4. 校園營造改善建議方面則有：無障礙設施標示不夠清楚；教室外走道寬度略嫌不足，

災難發生時學生可能難免碰撞擁擠；消防設備稍嫌老舊，有進行消防演練但似乎沒有

進行避難或疏散演練……等。 

 

立化中學 

(一) 學校亮點：重視品格養成，開發多元能力 

1. 學生的素質頗佳，入學者須在小六離校考試時位列全國前 18%，同時學生的自我要求

也很高，因此在學習上很有強的學習能力與學習動機。 

2. 立化均衡教育課程包含優質教學、領導能力與品格拓展、全面成長等三部分，不強調

零碎知識學習，而著重於思考批判能力的訓練，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例如：中

三時有 future problem solving 課程，要求學生思考國家政策上有何缺點或不足，同時

要求學生提出解決方案，並且付諸實際行動。 

3. 學生的學習不以智育為限，同時重視各種能力及品格的養成，為加深學生能力，於課

餘時間開設特選課程如：雙文化課程、科技領袖學研中心、生態領袖學研中心、人文

領袖學研中心……等，開展學生多元文化的視野、培養領導能力及公共服務的利他精

神、與設計創新能力。 

4. 令人印象深刻者亦有該校之「讀報教育」及「生活教育」，立化中學會在每天的朝會時，

要求學生讀 15 分鐘報紙，目的在養成學生關心國家大事及擴展學生的國際視野；另每

天於朝會時有即時點名系統（教師手機有相關的軟體，必須即時通報中心），同時，朝

會時不僅要唱國歌、校歌，同時還要宣讀今天的任務目標，凝聚師生共識。 

5. 服務學習為新加坡學生學習部分一大亮點。政府規定學生每學期 6 小時社區服務，立

化則鼓勵學生利用課餘時間每學期至少從事 20 小時服務學習，完成者可接受頒獎表

揚。服務內容包羅萬象，如為社區老人慶生，為小朋友說故事、指導功課，甚至教外

勞如何融入新加坡文化……等。學生主動提出服務學習計畫，送交班主任審核後，由

學生方面負責統籌策劃及聯繫，或採大手牽小手模式（中一、中二學生由高一學生協

助並帶領），社區中心義工義務到校進行職前訓練講習，課程豐富而紮實。 

   

校園情境布置（傑出華人事蹟）

喚醒歷史意識 
各班作業通知專門放置櫃 大講堂設施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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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園規劃完善體貼，互動學習空間充足 

1. 校園空間寬敞，運動設施完善，有標準跑道、足球場、羽球場等，提供師生便捷的運

動場域，鍛鍊體魄。尤其是室內的體育場，通風門設計頗具巧思，同時備有超大電扇，

可以減少冷氣的使用。以上所有的場所，都是開放給學生使用，無須特別登記。 

2. 在校園的多處設置互動學習空間，提供學生學習、寫作業、討論、查資料、與老師約

談時使用。此空間在設計上非常活潑，有舒適的沙發，具備單槍投影設備，不需登記，

隨時開放給學生使用。雖然是沒有使用限制，但校方表示，公物遭破壞的情況很少，

學生吵鬧的情況也很少，因為這個空間是完全以透明玻璃來隔間的，所以大家的行為

都會被看見。討論室具有溫感探測器，有人使用空間時冷氣開啟，半小時無人使用則

冷氣自動關閉。 

3. 設置教師討論室及教師休息室：在教師討論室中有許多書籍，提供老師參考翻閱，同

時有舒適的座椅讓老師可以自在放鬆。教師休息室則嚴禁學生進入，同時提供咖啡等

簡單飲品，讓老師可以有一段時間可以完全放鬆休息。 

4. 此外，更有表演藝術中心、科技領袖學研中心 SLA、圖書館、人文領袖學研中心

Humanities leaders academy、生態領袖學研中心 The eco-sustainability ledership academy、

煥文軒……等不同功能空間，提供多元豐富學習場域。 

 

二、 本校未來發展之具體建議 

(一) 落實品格教育，藉助同儕典範激勵百齡人榮譽心 

1. 凝聚全校親師生共識，建立明確校園核心價值及願景後，結合社團、聯課、綜合活動

   

學生於課堂上發表 校園設置學生自習空間 學生於課堂上發表 

   

學校願景融入情境布置 校園美化恢弘大器 教室空間陳列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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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非正式課程發展課程設計，落實品格教育（含生活常規、服儀）。、環境教育、

及服務學習等。 

2. 整合社區資源及需求，引導學生策劃提出服務學習計畫，改變目前高國中服務學習皆

流於消極做滿時數，甚且虛應故事之現狀。 

3. 推廣大手牽小手學長姐制，宣揚學生同儕典範，善用同儕引導力激發榮譽心。重新定

位並強化原有高中「班聯會」、「社聯會」、及「畢聯會」功能，引導學生自治及溝通協

調、規劃執行等「帶得走」的能力。 

 

(二) 重新規劃校園空間 

百齡高中校地面積 2.5 公頃，教師辦公室面積狹小。教室內有置物櫃及外走廊設有分

類垃圾桶洗手台、室內教學擴音機麥克風音源插座，教室內桌椅為木製長方形課桌椅，有

專用講桌、板擦機、講台及投影機螢幕，校園通道有無障礙斜坡道設置。校園打掃及廁所

清潔，主要由學生自理。校園修繕為單位預算制，由學校逐年編列維修工程費用次年致行

預算，主要利用寒暑假修繕。 

    相較於此，新加坡學校各項空間規劃令人驚艷，營造積極和諧的樂學共學氛圍。借鏡

於此，未來百齡可著手規劃以下事項： 

1. 校園環境徹底整理，先求清潔舒適，再進一步整合規劃所有閒置空間。 

2. 整合規劃各處閱讀角、公佈欄後，進一步開始空間重整，區隔教師研究空間及師生

互動空間，規劃包含多元學習空間（學生多功能閱讀角落）、教師討論室（3、5

樓）、穿堂情境布置與校史結合（設置數位式多媒體播放系統）等等。 

3. 規劃無線線路，重整專科教室及班級教室設備（各班單槍線路、置物櫃及線材重

整），爭取經費將部分專科教室轉型多功能智慧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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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附錄 

壹、 參訪學校簡報 

一、 美廉初級學院 Meridian Junior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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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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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華僑中學 Hwa Chong Institution 

因華僑中學表示簡報檔不便提供，故僅節錄部分簡報檔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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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立化中學 River Valley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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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觀課紀錄 

一、 美廉初級學院 Meridian Junior College 

(一) 物理、專題、數學／洪孟芬師 

日期 7 月 13 日 時間 
物理 10:50~11:05 專題 11:05~11:15 

數學 11:45~12:00 

參訪學校 美廉初級學院 上課型態 

□大講堂教學      █一般教室 

□專科教室        ■分組教學 

□實驗課   

觀課班級 

學科 
物理、專題、數學 教學單元 

物理  試卷檢討-力學 

數學  periodic function 週期函數 

授課教師  觀課紀錄者 洪孟芬 

校園環境 

 

教室布置 

 

教學設備 

校園整潔乾淨，建築物新穎。處處可見讓學生自習的桌椅及空間。 

教室內不使用黑板及白板，牆面直接塗上特殊白漆當成書寫板書的空間。 

輔導教室內有可活動桌椅，方便學生分組討論。 

學生準備筆電及工程用計算機。 

 

 

師生活動 觀課心得與感想 

第一間教室裡，進行物理課程，學生分組討論題目。學生互

相討論熱烈。 

 

 

 

                         方便移動組合的桌椅 

 

 

 

 

美廉學生上課秩序良好，

且求知慾強，不論教師講

解或同學講解，都能專心

傾聽。 

課椅的設計相當棒，讓學

生分組討論方便。 

課桌上沒看到教科書，而

是一張張教師的自編教

材，學生會整潔收集於檔

案夾中或裝訂成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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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學生分組派代表上台解題。 

 

 

教師對各組的解答進行檢討。學生認真抄教師做重點部分的

筆記。接著教師再提出問題。 

 

 

再請一位同學上台講解。學生上台解釋時態度大方，且音量

適中。台下同學也認真聽講解。 

 

 

 

 

 

美廉學生上台發表為常

態，所以學生上台解題很

從容。台下組員也會注意

台上同學的答題過程。 

 

 

 

 

 

 

 

 

 

 

學生認真傾聽教師的說明

及做筆記。 

 

 

 

 

 

 

 

 

 

 

學生上台講解時，教師站

在教室後方觀察，並適時

提醒學生沒注意到的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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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觀課教室為專題研究課。學生自備電腦上網，自主進

行資料收集，及完成研究報告。學生間偶會進行討論，但音

量降低，且次數不多。 

 

 

授課教師會跟小組進行討論與指導。 

 

 

第三堂觀課教室為數學課。教師運用電腦進行數學觀念的講

解，並適時提問。學生認真聽講並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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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物理科／王斐瑩師 

日期 7 月 13 日 時間 10:50~11:05 

參訪學校 美廉初級學院 上課型態 

□大講堂教學   █一般教室 

□專科教室     █分組教學 

□實驗課   

觀課班級 

學科 
中五（高一） 物理 教學單元 試卷檢討-力學 

授課教師  觀課紀錄者 王斐瑩 

校園環境 

 

教室布置 

 

教學設備 

教室前面裝設白板、並在牆面塗上白板漆，讓整面牆璧方便學生作答與書

寫，公佈欄、單槍、實物投影機及螢幕 

教室後面有大白板 

沒有學生置物櫃設施，旁邊擺設備用桌子 

設計成梯形方便收納與分成小組討論 

學生 4-5 人分組而坐。 

師生活動 觀課心得與感想 

1. 教師用單槍將物理題目投射在白板上 

2. 請學生分組討論答案，並請每組派代表上台書

寫答案 

3. 老師請學生發表解題概念 

4. 老師用電腦展示答案，並與學生討論解題的路

徑 

5. 同學理解後往下一個題目進行 

6. 老師在各組間走動巡視，並引導學生討論與思

考 

 

單槍投射題目，學生分組上台書寫答案 

 

1. 教師先將單元概念陳述，舉例說明

讓學生理解答題模式，有點像單元

重點提示 

2. 學生採用計算機處理答案，台灣學

生多用紙筆或手機處理資料，這部

分值得參考 

3. 學生相互討論可以釐清自己不懂的

地方 

4. 讓學生上台發表可以訓練表達能力

也可以了解答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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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題研究／王斐瑩師 

日期 7 月 13 日 時間 11:05~11:15 

參訪學校 美廉初級學院 上課型態 

□大講堂教學   █一般教室 

□專科教室     █分組教學 

□實驗課   

觀課班級 

學科 
中五（高一） 專題研究 教學單元  

授課教師 班級主任（導師） 觀課紀錄者 王斐瑩 

校園環境 

 

教室布置 

 

教學設備 

教室裡懸掛國旗，時鐘 

窗戶採用可調角度之百葉玻璃窗，通風採光佳，牆上裝設四座電風扇，有

空調設備（但須11點以後啟動）。  

學生課桌椅為塑膠面板加鋼管支撐， 

學生 2-4 人分組而坐。 

師生活動 觀課心得與感想 

1. 教師坐在學生旁邊，詢問學生進度，手上拿紙

張檢視專題報告內容，是否達到本周的向度？ 

2. 學生用電腦展示本周作品，並與老師討論 

3. 同一組其他同學，有的改自己的內容；有的加

入討論 

4. 其他組同學，有的討論；有的打電腦；有的查

資料 

 

教師指導學生專題報告 

1. 導師每周依據型式流程檢查學生進

度，避免學生疏於寫作來不及期末

報告 

2. 學生採用資訊化電腦處理作業，避

免紙張的浪費，而且學生都有作資

料備份的管理 

3. 學生除了討論也有用網路搜尋資料

與彼此討論分析資料 

4. 導師只負責進度督導，與研究方法

探索，而學科內容由專業老師負責 

5. 最後發表教育部會派員來視察，看

教師的評分是否合乎當時公告的評

分規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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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數學科／王斐瑩師 

日期 7 月 13 日 時間 11:45~12:00 

參訪學校 美廉初級學院 上課型態 

□大講堂教學   █一般教室 

□專科教室     █分組教學 

□實驗課   

觀課班級 

學科 
中五（高一） 數學 教學單元 periodic function 週期函數 

授課教師  觀課紀錄者 王斐瑩 

校園環境 

 

教室布置 

 

教學設備 

教室裡懸掛國旗，時鐘，標語 

教室前面裝設整片白板，公佈欄、單槍、實物投影機及廣播系統 

有空調，牆邊有電風扇，上方有吊扇 

設計成梯形方便收納與分成小組討論 

學生 4-5 人分組而坐，但桌子以六張一組圍成圓形。 

師生活動 觀課心得與感想 

1. 教師用單槍將題目投射在白板上 

2. 用兩邊白板牆闡述圖形與含樹的關係 

3. 老師請學生分組討論解題 

4. 老師用電腦展示答案，並提供解題的 hit 放在

右下角的框框中 

5. 老師引導快速解題法並用另一題目示範 

6. 老師引導學生討論與快速解題 

7. 指派回家功課 

 

老師引導函數與圖形的相關 

1. 整面牆用白板取代螢幕的好處是，

中間可以投射題目，節省抄題的時

間 

2. 老師直接將答案書寫於白板上，而

且左右兩旁皆可運用，這部分值得

參考 

3. 老師強調思考的路徑與學生先動手

導出答案，在熟悉理論之後再教快

速解題法 

4. 讓學生動手作很重要，不像台灣很

多直接交工是背誦與快速解題法而

省略許多思考過程 

5. 有回家作業是有效的複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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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物理科、數學科／唐書志師、葉瓊文師、楊文莉師、廖安淑師 

日期 7 月 13 日   時間 
AM 10:55~11:07 ， AM 

11:50~11:58 

參訪學校 美廉初級學院 上課型態 

□大講堂教學      █一般教室 

□專科教室        █分組教學 

□實驗課   

觀課學科 物理試卷檢討-力學、數學 periodic function 週期函數 

觀課紀錄者 唐書志、葉瓊文、楊文莉、廖安淑 

校園環境 

 

 

教室布置 

 

 

教學設備 

校園環境：環境相當整潔，隨處可見學生討論與自習的空間，該校常會在

特定空間中增置一些活潑的相關元素 （例如：朋友、家庭、價

值觀的建立，學生想法留言，圖像化考場規則……等） 

教室布置：教室布置樸素簡單，沒有冗餘的裝飾，似乎是想要設計一個可

供專心學習的空間，教室後方有一個大白板，前方為塗白板漆

的大片白牆 （教師可直接在牆上投影並寫字），上課桌椅則設

計成可供小組討論的模式。 

教學設備：教師使用投影片上課，以白板筆書寫，學生皆可攜帶工程用計

算機 （課堂上可使用），學生可攜帶筆電 （專題研究或查資料

時可使用）。 

師生活動 觀課心得與感想 

 

物理課 （觀課時間 AM 10：55 ~ AM 11：07） 

    教師檢討段考考卷，以分組 （5 組） 討論方式進行，

經觀察小組學生互動行為，發現學生確實在進行討論與互相

教學，且互動情況熱絡。 

    教師於剛開始時應有指定各組需上台講解演示的題目，

故在討論時間結束後，各小組輪流推派一位同學上台解題講

解，經觀察兩位學生的講解，發現負責講解的學生皆能以穩

定、大方的臺風進行講解 （不論講解是對或錯）。 

    在觀課過程，於小組討論時間，教師會站在教室前觀看

各組，或偶爾走動巡視教室內的學習狀況。在學生發表時，

教師會站在教師後方專心聆聽，在學生卡關時會以提問方式

引導或適時指導，在學生發表完畢後，教師會在白板上再整

理歸納一次。 

 

 

 

教師以合作學習的方式提

供學生討論解題和彼此教

學的機會，並要求學生上台

演示，充分訓練其表達與對

話之能力。課堂整體氣氛和

諧而積極，表現出師生共同

學習的融洽以及積極求知

求真的精神。我們也深深感

受到學生正逐步深化其認

知、理解與整合、論述的能

力。 

 

 



96 

 
 

學生桌上的試題卷、作答卷、工程計算

機。 
小組同學間互相教學、討論的情景。 

  

老師在講台上講解的情景。 學生在台上解題出現疑點，老師上台協助。 
 

師生活動 觀課心得與感想 

 

數學課 （觀課時間 AM 11：50 ~ AM 11：58） 

    本節觀課的班級是進階的數學班，也就是學生成績在一定

標準以上才可以選修此門課，全班人數不到 20 人。教室內教

師正在進行家庭作業的檢討，以設計完整流程的投影片上課，

以較快的講課速度進行，沒有間斷，台下學生安靜專注聆聽。

在教師講述告一段落後，即到台下來指導某位發問的學生。 

 

 

 

看到以完整的投影片流程

設計，進行數學解題，可見

課前老師備課相當用心。課

程深度頗難、老師講解速度

頗快，但看起來大部分的學

生仍是努力認真學習，這應

該是新加坡實行精英教育、

而這個選修課又是精英中

成績前半的才可選修所呈

現出來的學習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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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配合設計好的 ppt 講課情景。 學生專心聆聽的情景。 

  

整班教室的狀況。 老師於講解暫停時間到台下指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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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物理、數學、專題研究／周亞貞師 

日期 7 月 13 日 時間 10：25~12：00 

參訪學校 美廉初級學院 上課型態 

□大講堂教學      █一般教室 

□專科教室        █分組教學 

□實驗課   

觀課班級 

學科 
物理、數學、專題研究 教學單元 

物理  試卷檢討-力學 

數學  periodic function 週期函數 

授課教師  觀課紀錄者 周亞貞 

校園環境 

 

教室布置 

 

教學設備 

1. 校園環境乾淨、簡潔、空間寬敞 

2. 教室前後只有白牆，沒有布幕，可當投影布幕或白板直接在白牆上進行

板書，因此可書寫的面積很大 

3. 教室內除課桌椅及上課必須的物品，沒有其他多餘的東西 

4. 教學設備系統化，所有的電線都看不見，老師用的投影機、電腦等設備

都建置完善，使用起來很方便 

師生活動 觀課心得與感想 

一、 物理課部分 

  本次物理課，教師主要在教授力學，並利用三角函數討

論角度不同時，力量的大小。教師採分組教學方式，每個學

生都有一份學習單時，教師會在白牆呈現出主要課程重點，

然後由各組進行討論與腦力激盪。各組要派代表將討論與計

算結果先寫在白牆上，然後，再由各組派代表說明計算方式

與原因。最後，老師才會針對各組的討論，做出最後的結

論。 

  在觀課時，學生的討論非常的投入，每個學生都會參與

討論，同時還會輔助工程用的計算機（學生自備），然後在

自己的學習單上作答。 

  另外，我們還觀察到每個學生的學習單，最後匯整成一

本。 

 

二、 專題課程 

  由於新加坡政府規定，每個學生都必須要上專題課程，

由每個學生自行選擇研究主題進行研究，指導教師主要的任

務在督導學生研究進度的掌控，以及協助研究方法，因此不

一定是本科老師。此次觀課時，發現本堂課每個學生在做的

事都不同，其中只有一位同學似乎沒在進行，但因為我們的

到訪，才拿出了他的作業。 

本次的觀課心得如下： 

1. 教師不需要花費心思進

行班級秩序的控管，學

生的學習態度與秩序很

好，上課時也沒有人睡

覺，學生拿手機出來也

不是打電動，而是查資

料，這種情形應該不是

某一個班級或老師的特

殊風格，而是整理校園

的學習氣氛與學生學習

態度正向。 

 

2. 學生在課堂表達方面，

明顯的比台灣學生來的

頻繁，表現出的態度也

較為大方自然，口條與

儀態亦佳，我想這與小

組討論課程的設計有很

大關係。（因為每一門課

都有小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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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一課堂中，發現每個學生的工作任務雖有不同，

但老師會在需要的同學身邊進行指導，其他同學則自己做自

己的事，有些同學們在討論，有些同學在寫報告。在觀課

時，我們發現，學現在網路上設計平台，方便同學們之間進

行討論與報告的撰寫。 

 

三、 數學課部分 

  本次數學課，教師主要在教授函數。教師採講授的教學

方式。每個學生都會有學習單，上面有很多練習題，教師會

在白牆呈現出主要課程重點，講完重點以後，會讓同學進行

學習單上的題目練習，但練習時，教師會不斷地在白牆上提

示重點，讓學生很快地連結前面的學習經驗。最後，在同一

種題型結束後，如果還有問題的同學，老師才會下去再看該

生的問題。但因參觀時間有限，不知道老師是直接在課堂上

讓他再聽一次，或請同學協助他，還是老師會另外約時間和

他進行加強。 

 

3. 在教師教學方面，可以

明顯感受到教師在教材

的熟悉度很高，因為課

堂中沒有教科書，老師

們都是以自編教材來進

行教學。所以，教師們

為了一堂課要進行的準

備，都是要靠自己與同

科老師來共同備課，因

此老師之間的合作也讓

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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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華僑中學 Hwa Chong Institution 

(一) 英文科／王斐瑩師、洪孟芬師、楊文莉師 

日期 7 月 14 日   時間 11:00-12:00 

參訪學校 華僑中學 上課型態 

□大講堂教學      ■一般教室 

□專科教室        ■分組教學 

□實驗課   

觀課班級 

學科 
英文理解與寫作 教學單元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授課教師  觀課紀錄者 王斐瑩、洪孟芬、楊文莉 

校園環境 

 

教室布置 

 

教學設備 

校地非常廣闊，整潔明亮，佈置相當有歷史的氛圍。校園提供許多學生自習

討論的桌椅。有科學中心，也設有美術展覽空間讓學生發表作品。 

教室使用單槍，投影布幕在教師的右手邊，白板放置於正中央。學生座位左

三排，右兩排。學生人數共 23 人。 

          螢幕         白板 

                       教師 

       學生 ○○○ 

          ○○○○○       ○○○○○ 

          ○○○○○       ○○○○○ 

師生活動 觀課心得與感想 

<11:00> 

一進教室，學生即起立向任課教師和觀課老師敬禮打招呼。 

教師在投影布幕上展現以科學（science）為主題的心智圖。 

接著白板上寫下問題：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 What is Science? 

2. Why has Science ascended to become Man’s most trusted 

form of knowledge? 

3. What is Sceience concerned about? 

4. What is Science and what is not Science? 

5. Weaknesses of Science as a body of knowledge. 

<11:15>  

教師對學生提問何謂 Science。使用心智圖為 Science 下定

義。 

學生回答個別對 Sciecne 的理解。 

教師解釋 A category of knowledge 

提問： did the universe begin? 

舉例：因宗教影響，人類對 universe 的看法有所改變。 

上下課仍維持起立敬禮的儀

式。教師利用科技（ipad）

來呈現要討論主題的心智

圖。心智圖包含的內容相當

廣泛，可知教師除了寫作技

巧的教導，對於其他學科知

識（科學史、社會學、邏

輯）有相當瞭解，也花許多

時間收集資料，才能舉例解

釋這些專有名詞。 

教師講解為傳統講授法，但

使用大量問題提問，讓學生

反思進而增進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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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What is a rainbow? （Myth） 

提問：How do you treat a fever? （有學生幽默回答 use 

poison） 

教師總結 These questions now under the purview of Science 

used to be answered by different material, including supernatural 

world, external world and spritual world. 

教師以心智圖分類解釋 

PhilisophyNatural PhilosophyNatural ScienceScience 

       Physics 

       Chemistry 

       Biology 

接著解釋 Pseudo-Science, 依據 Karl Popper 的理論提出 the 

criterion of falsifaiability 來區分 Science 和 Pseudo-Science. 

Pseudo-Science 為一種 claims to be science but isn’t．舉例

Astrology 和 Acupuncture 是 pseudo-Science. 

Vague claims: 舉例“Amethyst” 

Ad hoc exceptions: 舉例:“Homeopathy doesn’t work in some 

cases because all of us are individuals with every different 

physiologies.” 

Not falsifiable: 舉例”Something teriable will happen in 2020.” 

Falsifiability : One quality of Science Knowledge is that it is 

falsifiable. 

Falsification : It is a process in which we argue and prove a 

theory right or prove a theory wrong. 

To prove a theory right require proof of all instances, at all times. 

<11:50> 

Criticisms of Falsification 

It’s negative 

 

A method of obtaining knowledge 

教師提問何謂 the scientific method，學生回答: observation, 

hypothesis, experimentation, law &theory… 

<11:55> 

教師持續提問： 

Selectivity Expectation 

Confirmation Bias 

Experimental Error 

<12:00> 學生起立敬禮；謝謝教師與來賓 

上課途中，明顯看到女學生

對科學主題反應不及男學生

熱烈。老師的提問大多數由

男學生回答。有些女學生會

分心看手機，一位男學生會

趴睡。但上課秩序大致良

好，學生間會適時討論分

享，但不會吵鬧。 

 

 

 

 

 

教師講解觀念時，學生認真

抄寫範例。範例移動速度很

快，表示學生訓練有素且專

注，能跟上教師的講解步

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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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英文科／王斐瑩師 

日期 7 月 14 日   時間 11:00-12:00 

參訪學校 華僑中學 上課型態 

□大講堂教學    ■一般教室 

□專科教室      ■分組教學 

□實驗課   

觀課班級 

學科 
英文理解與寫作 教學單元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授課教師  觀課紀錄者 王斐瑩 

校園環境 

 

教室布置 

 

教學設備 

教室裡懸掛時鐘 

學生課桌椅為塑膠面板加鋼管支撐， 

學生 2-4 人分組而坐，面對黑板。 

單槍、實物投影機及螢幕（至於左邊斜面） 

有學生置物櫃設施，在旁邊牆面 

師生活動 觀課心得與感想 

1. 老師在黑板上先寫出五個問題 

A. What is science 

B. Why has science become mans most trust form of 

knowledge 

C. What is science concerned with 

D. What is science or not  science 

E. Weakness of  science as a body of knowledge 

2. 用 ppt 呈現現心智圖主題  science 

3. 老師問學生科學的價值與功用，學生回答 

4. 老師反問（邏輯）是科學? 學生激烈回應 

5. 老師提出知識與科學是相關?學生互相辯論 

6. 老師定義知識的範疇 學生思考 

7. 老師提問:為什麼宇宙起源於 religion 提出科學也有人文

層面 

8. 這時老師提出 what is rainbow ?是數學嗎? 

9. 用是或不是引導學生用正反兩面的例子闡述 

10. 導出科學前提是 purview 

11. 請學生填不同形容詞來描述世界 提示學生盡量用五感來

詮釋文字 The          world 

12. 所以假設的前提是透過我們的感知 

13. 導入哲學 何者是自然科學的範疇? 

14. 哪些是假的科學? 針灸 占星術? 

15. 師生推論出:假設就是一種預測  

1. 一開始老師先在黑板上

寫出本堂課要討論的主

題，符合 UBD 的教案

精神 

2. 用心智圖明顯的提出 big 

idea 

3. 善用發問技巧 

4. 引導學生正、反兩面思

辨 

5. 激發學生提出批判性的

建議與看法 

6. 運用學生小組對話討論

交換意見 

7. 用例子的具體化，啟發

學生善用例子表達看法 

8. 導入寫作字彙的運用與

練習 

 

9. 引導學生善用五官感覺

去尋找適當的字彙 

 

10. 用哲學發法提出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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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老師問:證明{假設}是對的比較難?還是證明錯的比較難?

為什麼? 

17. 學生熱烈的討論 並舉例說明 

18. 老師下結論:科學是經驗的科學 我們要用方法論去獲取知

識 這就是科學的方法 

19. 科學方法包含觀察法、假設、經驗論、法律個理論去證

明 老師舉例:地動說 和牛頓的地心引力說明 

20. 科學步驟:選擇期待、證明偏見、經驗值不一定可靠 人們

為了證明想要的結果 會忽略真正看到，只關注想要的 

例如:比薩斜塔下落的球是什麼顏色? 

21. 證明科學相關性也受到選擇的科學方法所影響 

22. 老師指定學生回家寫作黑板上的五個問題 下課 

 

 

 

華僑中學不同意上課拍攝 所以附上教室示意圖 

11. 鼓勵學生思考討論{假

設}的概念 

 

12. 老師歸納學生的答案並

做整理 

 

13. 最後在下課前五分鐘作

收束活動，並下結論 

 

14. 指派回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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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英文科／周亞貞師 

日期 7 月 14 日 時間 11：00~12：00 

參訪學校 華僑中學 上課型態 

□大講堂教學      ■一般教室 

□專科教室        ■分組教學 

□實驗課   

觀課班級 

學科 
英文理解與寫作 教學單元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授課教師 張老師 觀課紀錄者 周亞貞 

校園環境 

教室布置 

教學設備 

1. 學校空間很大，校園中處處以學生作品及歷史作為該校情境作置的主軸 

2. 教室乾淨清爽，除了基本的上課設置外，沒有多餘的東西（沒有海報等）

布置 

3. 教室中備有投影機，教師自帶平板及接頭 

師生活動 觀課心得與感想 

一、 教師簡介本次上課主題：學生事前已知上課主題，因此
教師只是簡單的帶過 

二、 教師提出本次課程的五個大概念 

1. What is science？ 

2. Why has science ascended to become Man’s most 

trusted form of knowledge？ 

3. What is science concerned？ 

4. What is science and what is not？ 

5. Weakness of science as a body of knowledge？ 

三、 教師以心智圖的方式呈現討論問題，並且與學生進行問
答互動，每個大問題之中，教師會提出次問題，然後再
引導學生回來歸納結論。 

四、 學生座位圖如下： 

第一排       男男男     
第二排   男男男男男    女女女 
第三排   男男男男男    女女男男男 

五、 師生互動觀察 
1. 學生對教師的問題反應上大多很熱烈，尤其是第三

排左一及左五的男生反應非常熱絡，女生則以第二
排的右一及右二反應較多，僅少數人未參與，其中
第三排右 1 的男生最後睡著了 

2. 學生在這節課中沒有學習單，但學生要自己抄筆
記，大多數的學生都可以自行記錄，但有時需要與
同學私下討論，因此老師在上課時，學生在下面討
論的情況也很常出現，不過學生音量很小，不會干
擾到老師上課 

3. 上課時，偶爾學生也會用手機，但不知是查資料，
還是看其他東西，不過時間很短，老師也未予以糾
正。 

本次的觀課心得如下： 

1. 本次的教學主題很難，
對台灣的老師或學生而
言，這堂課都會是一個
很大的挑戰，因為教師
的主題雖然是科學，但
整個討論的方式卻是很
蘇格拉底式的討論，內
容也涉略到很多哲學或

科學的起源。但經詢問
過後，授課教師表示，
此主題是課綱規定，但
每個英文老師授課的內
容呈現方式並不一樣，
可以根據各班學生的能
力，或教師本身的學養
來進行調整。由此可
見，英文教學跟台灣的
英文文法講授有極大差
別  

 

2. 學生在課堂表達方面，
明顯的比台灣學生來的
頻繁，表現出的態度也
較為大方自然 

3. 在教材準備方面，可以
明顯感受到打破制式教
科書之後，老師們可以
有更大的空間來發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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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師在這一節課中，沒有出現管秩序的口語，學生

在學習上呈現出主動積極的人較多 

長。在是在台灣現行教

育體制下，老師們習於
課本內容教授很大的不
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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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數學科／江炳憲師、顏淑君師 

日期 7 月 14 日      時間 AM  11：30 --- AM  12：30 

參訪學校 華僑中學 上課型態 

■大講堂教學      □一般教室 

□專科教室        □分組教學 

□實驗課   

觀課班級 

學科 
高一 18 個班級 教學單元 Integr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s 

授課教師 Mrs Chen-Li Jiawen 觀課紀錄者 江炳憲、顏淑君 

校園環境 

教室布置 

教學設備 

1. 階梯式誠毅樓大講堂   約 900 個座位（收放式小桌面） 

2. 播音清晰的音響設備    溫度適中的空調      電子講桌、麥克風 

3. 單槍及超大投影布幕（即使在最後一排仍可清楚看到投影的上課內容） 

4. 人數：高一 18 個班約 400 人 

師生活動 觀課心得與感想 

大講堂課程是將各班的所有同學集合在大

講堂，授以課程所需的基本知識和概念，以便

小組討論的課時，可以有相同的背景知識。因

為是以講述為主，師生的活動大都是老師講學

生聽及記筆記，而且老師整堂用英文講解。不

是數學老師，可能無法全盤了解。所以用時間

序條列式記下所觀察的瑣事： 

（以下紀錄瑣定某班四個女生的上課情形，但

也不時記錄整個現場情況） 

1. 剛開始進入會場，其實很喧鬧，但當老師

一開始講課，隨即安靜。 

2. 上課不久後看到同學傳簽到表簽名。（看到

該班四次上課的出席率 100%） 

3. 大都翻到同一頁，代表有跟上老師的進

度。但發現筆記的重點方向不同，筆記進

度也不同。 

4. 也有人一面聽講，一面做自己進度。 

5. 幾乎都有講義目前沒有發現沒帶筆記者。 

6. 也有人不專心聽講，發呆中。 

7. 雖有交談，看得出時而小聲討論，時而聊

天，但不致影響別人聽課。 

8. 仍有實作計算，老師暫停講述，要學生先

看題目，並計算。 

9. 實作計算後，也是用 ppt 秀出解題步驟。

前言：當老師尚未授課，剛開始進去的時

候，其實頗受震撼，因為這是上課，絕不

是朝會時可聽可不聽的演講。400 個人要

上同一堂課，還是很「硬」的數學課，想

著自己上課時，要搞定 40 個人，就很困

難了。到底老師要如何上課，真的很好

奇。以下則以條列式，一一寫出所見所

感： 

1. 在等待上課的當下，心中立刻浮現幾

個問題，在此也根據筆記如實記下，

以便參考： 

A. 集合會花很多時間嗎? 

B. 怎麼知道是否全班到齊?怎麼點名? 

C. 座位如何安排?是按班級坐嗎? 

D. 學生上一節有課嗎?來得及到這裡? 

E. 秩序如何維持?會有幾個老師幫忙? 

F. f、25 個班的大講堂，代表本有 25

個老師要上課， 目前只有一位老

師，其他不用上課的老師會需要做

什麼嗎? 

2. 同學魚貫進入，心想：這麼多人要集

合，應該很耗時，正考慮是否要等很

久時，老師已開始講課了，時間 11：

36。其實就集合 400 人的速度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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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是一步驟一步驟秀出，有些題目是

一次秀出解題過程） 

10. 在解題過程中，會在觸控式螢幕上，以觸

控筆用不同顏色線條標示重點，以便學生

了解。 

11. 有班級發生小騷動，老師作大講堂管粴，

全場喧笑了一會兒，隨即平靜。 

12. 對於老師的講解，學生有不懂之處，無法

立即舉手發問。會私下和鄰座討論。小

聲，不致影響他人。 

13. 沒有人打瞌睡，（看了全場，好不容易找到

一個，不久後立即醒來） 

14. 發現有人使用計算機算答案但也有人沒

帶。 

15. 老師也必須教室管理，老師發現同學們講

話的聲量越來越大，也示意「噓」了一

聲，大家都靜了下來。 

16. 老師換題解說。察看同學講義，大都翻到

相同頁數，表示都知道老師講到哪了。 

17. 同學的大包包是一起背進來的放在腳邊。 

18. 教完一題，老師也會給予抄答思考時間，

但不用也無法下來走動檢視同學的筆記。 

19. 同學此時可能討論，也可能聊天。 

20. 繼續講解下一題，但在講解的當下，發現

老師要同學安靜的頻率增多。 

21. 常有同學掉落文具。 

22. 觀察之前睡覺的人，沒有再睡了。 

23. 明顯發現同學的專注力疲乏了。 

24. 再發現一名打瞌睡者，熟睡中。 

25. 某班有小騷動。一下子回復平靜。 

26. 好朋友坐在一起邊寫邊聊天。 

27. 老師又示意安靜，噓了一聲。 

28. 也有其他班級老師（3 位）觀察班級情

況。但最前面，沒有老師走動管理。 

29. 學生越來越不安靜，老師已多次發出噓的

聲音，甚至明說：Can I continue Keep 

quiet! 然後繼續講課…… 

30. 在尚未下課之前提前 15 分離開（12：15） 

堪稱有效率。 

3. 另外也好奇這些學生上一節是否有課?

這不僅關係到學生上課的時間是否會

遲到，其實還會牽扯到龐大的排課系

統 。後來發現真有班級上一節有課，

見到他們在老師上課後 5 分鐘，整班

帶隊坐到最後面，很有秩序。 

4. 同學有帶筆記自律心強，老師講課時

秩序良好，幾乎沒人睡覺，堪稱認

真。很希望回台後，自己任教的學生

也能比照辦理。 

5. 大講堂的設備齊全，室內溫度適中，

音響設備也清晰無雜訊，最重要的是

投影布幕很大，老師設計每一頁的投

影片，字數都有留心，所以坐在很後

面的同學，依舊會很清楚看到講解的

內容。 

6. 講堂外沒有置物箱（置物箱在別處），

同學的隨身物品、大包包是一起背進

放在腳邊，位子不大（像電影院一

般，兩個大走道），桌面也不大，上面

要放講義、筆記本、鉛筆盒，顯得侷

促，故時有文具掉落，彎下身撿，有

點擁擠不方便。（同時也想著是否也顧

及消防逃生等問題） 

7. 就整體觀察，同學在上課約 40 分鐘後

（就此堂而言），專注力明顯不足。不

過整堂課學生表現，可圈可點。但上

課同學們到底吸收多少，不得而知。 

後記： 

1. 據了解，大講堂教學的授課方式，始

自 1969 年。可見行之有年，基於此傳

統，大家的自律或許早有默契。 

2. 此堂課上課學生相當我們高二學生，

但此次授課內容，已是我們大一課程

的深度。 

3. 此課進度是超前的，和小組討論課程

不那麼相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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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數學科／唐書志師、葉瓊文師、廖安淑師 

日期 7 月 14 日   時間 AM 11:30~12:00  

參訪學校 華僑中學 上課型態 

■大講堂教學      □一般教室 

□專科教室        □分組教學 

□實驗課   

觀課學科 
高一數學  

（相當於台灣高二學生）  
教學單元 Integration and Its applicatuon 

授課教師 Mrs Chen-Li Jiawen 
觀課紀錄

者 
唐書志、葉瓊文、廖安淑 

校園環境 

 

 

 

 

教室布置 

 

 

 

教學設備 

校園環境：華僑中學為有歷史有傳統的名校，校園除了有鐘樓等代表學校精

神的古典建築（已被新加坡政府列為古蹟保護），也有因重視培

養科學人才而建設的科研樓等等。整體環境相當整潔，隨處可見

學生討論與自習的戶外桌椅，自然形成主動積極的學習氛圍。另

學校近年也重視全人發展，而有藝文展覽館、社團空間……等的

增設。  

教室布置：在一個可以容納 900 人的大講堂中，講台最前方有一個舞台，大

投影布幕掛於舞台上，老師於舞台下方的講桌前授課。教室的座

位為階梯狀增高扇形設計。本節同時上課的學生有 18 個班的學

生，人數大約 450 人左右。  

教學設備：大投影螢幕、電腦、寫字板、攝影機  

師生活動 觀課心得與感想 

11：00 上課鐘響，老師已在講台前準備，學生陸續入座。 

11：36 老師開始上課。 

       老師依設計好的 ppt 順序進行講課。 

       學生每個人手上都有一本教師自編的上課講義。 

       除了授課老師以外，大講堂裡有另外三位數學老師

在走道間或後方觀察學生。 

11：36~11：45 老師進行解題觀念的說明與複習。 

11：45 秀出 example 19 的題目。  

       請同學思考解題方法，講課暫停。 

11：46 秀出 example 19 的解答 （一次秀出），進行講解，

講解過程會在 ppt 上用紅色畫筆標註重點或關鍵處，

部分的學生一邊聽老師講解一邊做筆記，部分學生

就是專心聆聽，也有一部分學生看起來不太專心。 

11：50 老師的話題引起學生發笑，學生稍為浮動。 

       老師繼續講課。 

       學生的聲音漸漸停止。 

1. 這節課是該校高一的數

學課，課程內容為利用變

數代換法與分部積分法

計算定積分之值，內容難

度是台灣大學生或高中

數學資優生才會學到的，

可見新加坡高中生學習

的數學難度似乎比台灣

高中生難很多。 

 

2. 教師雖以講述法授課，但

其實也會注意掌握上課

節奏，話題與話題之間會

留空檔時間給學生思考、

寫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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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9 秀出 example 20 的題目。 

       老師直接進行講解。 

       投影片秀答案的方式設計成一步驟、一步驟分開，

老師依投影片的設計按步講解，同樣的也會在關鍵

處以紅色畫筆標記重點。 

12：03 學生短暫喧嘩，教師出噓聲禁止，然後繼續講課。 

12：05 學生仍顯浮躁，教師出噓聲禁止，然後繼續講課。 

12：06 秀出 example 21 的題目。 

       老師直接進行講解。 

       投影片的設計是一次將完整的解答秀出。 

       學生仍顯浮躁，教師出噓聲禁止，然後繼續講課，

此情況重複數次。 

12：15 秀出 example 22 的題目。 

       老師直接進行講解。 

       投影片的設計是一次將完整的解答秀出。 

       老師要求學生 「keep quiet」，然後講解題目。 

 

 

 

註：觀課至 12：15 止，隨即因該校主任招呼離場，本節數

學課將繼續進行至 12：30。 

3. 觀察到在四百多位學生

同時上課的大講堂中，有

些學生不是很專心上課，

也有些學生是超前進度

在做自己的數學，再加上

上課不到半個小時，學生

就開始顯得浮躁，且老師

不易掌控學生，可見這樣

的大講堂授課雖有其優

點存在，卻也明顯存在不

少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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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立化中學 River Valley High School 

(一) 數學科／唐書志師、廖安淑師 

日期 7 月 15 日   時間 AM 10:45~11:30  

參訪學校 立化中學 上課型態 

□大講堂教學      █一般教室  

□專科教室        □分組教學 

□實驗課   

觀課學科 
中四數學 

（相當於台灣高一生）  
教學單元 微分題目練習 

授課教師 

學生人數 

1 人 

20 人 
觀課紀錄者 唐書志、廖安淑 

校園環境 

 

 

 

 

 

教室布置 

 

 

 

 

教學設備 

校園環境：立化中學為一所直通車的中學，所有學生都會在學校接受六年教

育，畢業後考國家 A 水準考試然後進入大學。學校環境清幽，有

很多地方設置學生戶外自習空間，另外還有三處室內自習、討論

的舒適室內研討室，校園布置重視學生氣質的涵養，設有一些大

型的書法佈置，有部分庭園設計成中國式庭園：有柳樹、涼亭、

木椅……。  

教室布置：在教室後方貼有兩大張海報，標題分別是：The Elements of 

Thought、Intellectual Students Are Used to Assess Thinking。藉由

大海報條列式、項目化、圖像化（圓盤狀）的說明，從日常生活

中潛移默化學生 “思考” 的習慣、教導學生 “思考” 的方法。除

此之外就沒甚麼教室布置，教室環境相當簡單。  

教學設備：paper、大白板、白板筆 

師生活動 觀課心得與感想 

10：45 進入教室觀課 

       學生喊  起立  敬禮  老師好 

       （註：本節課開始時間 10：30，結束時間 11：30） 

10：46 以遊戲方式點選一位同學上台寫 Q2 詳解 

       （註：遊戲方式類似台灣上課用的 “大十字”） 

       同學上台，開始寫詳解 

10：48 學生完成詳解 

       老師根據老師寫在黑板上的解答提問 

       學生解釋 

       老師點頭表示回答正確 

       學生回座 

10：50 課堂暫時空白，老師等待學生繼續在座位上解題 

10：52 老師同樣以遊戲方式選出另一位同學上台寫 Q3 詳解 

       同學上台寫詳解，此時老師在台下指導學生 

1. 任課老師會特別請學生

向觀課老師問好，觀課結

束後也請學生特別向觀

課老師道謝，顯現任課老

師對學生品格教育的實

踐。此舉與學校有針對品

格教育規劃課程，並由班

主任於班級時間實施品

格教育，相互吻合。 

 

2. 老師檢討問題的方式是

以學生自主解題或同儕

相互討論的方式進行，然

後藉由同學上台分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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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 台上同學卡關，轉頭以眼神向老師求救 

       老師引導，學生完成書寫 

10：58 老師針對學生寫在黑板上的詳解題問，學生回答同時

發現了自己解題的問題，修改了一些詳解的數字 

11：00 老師繼續提問 

       學生繼續解釋，也陸續發現問題而進行了修改 

       台下另一名同學 （最右排第一位同學）在此過程中也

針對 Q3 和同學解題的步驟向老師提問，並提供台上

同學建議 

11：03 老師上台在白板前指導台上學生 

11：05 一名同學（最右排第一位同學）上台指出詳解的部分

問題，老師說明解釋 

同時台下數名同學也熱烈討論該題微分問題 

11：07 老師再度上台指導台上同學 

       台上同學再度修改部分數字 

11：08 老師在台下與最右排第一位同學進行討論 

11：09 老師針對該題目對全班同學講解了解題的 key points 

11：15 學生完成板書，下台回座 

       全班同學繼續解題，有些專心自己寫，有些是左右同

學互相討論    

       老師在台下指導個別學生，回答個別學生的問題 

11：21 老師以同樣方式選出另一名學生上台寫 Q4 詳解 

       學生上台 

11：25 老師發現台上學生解答步驟有錯，指導解題 

11：27 台上學生卡關，老師指導，台下同學也提出建議 

11：29 台上學生完成解題，學生下台 

       老師依學生板書進行講解 

11：30 下課  

       老師指示學生向觀課老師敬禮道謝 （學生說中文），       

學生向觀課老師道謝完後又轉頭回去向授課老師敬

禮道謝 （學生說英文）。 

以提問方式引導同學順

利解題，或在同學解題完

後以總結方式講解一次。

在此過程中觀察全班學

生上課狀況，堪稱非常良

好，觀課過程中沒有發現

學生睡覺，也沒有發現學

生從事其他行為。有時學

生安靜的自行解題，有時

左右同學會互相討論，整

體氛圍是班級學習風氣

良好。這次的觀課結果驗

證：如果有耐心訓練學生

自主解題的習慣與能力、

不要急於講解很多題目、

適時引導學生解題、良好

掌握全班學習狀況，可能

反而有利於提升學生學

習的欲望與動機。 

 

3. 師生比例 1：20，明顯高

於台灣一般狀況，所以老

師更能有效照顧到每一

位同學的學習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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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學生完成 Q2 的解題 

 

圖二：學生完成 Q3 的解題 

 
圖三：教室後方海報 

      The Element of Thought 

 

圖四：教室後方海報：Intellectual Standards 

Are Used to Assass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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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英文科／章瑄文主任、洪孟芬師、楊文莉師 

日期 7 月 15 日 時間 10:30~12:00 

參訪學校 
立化中學 

River Valley High School 
上課型態 

□大講堂教學      ■一般教室 

□專科教室        ■分組教學 

□實驗課   

觀課班級 

學科 
中六（台灣高三）英文 教學單元 Writing- Essay Analysis 

授課教師 

學生人數 

1 人 

14 人 
觀課紀錄者 章瑄文、洪孟芬、楊文莉 

校園環境 

 

教室布置 

 

教學設備 

校園乾淨整齊，有多處室內或戶外空間提供給學生自習。 

 

教室乾淨整齊，無特殊教室布置，桌椅排成兩大排，一大排約 3 到 4 人合

併面向黑板坐。 

 

白板、白板筆、投影機、筆記型電腦 

師生活動 觀課心得與感想 

 10：43 老師播放事先準備好的投影片，

內容如下 

How to choose a question? 

Which are the questions requiring very 

specific knowledge in a niche area? 

- Tourism/ rich nations helping poor 

nations/ librari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ater scarcity/ use of force in ensuring 

security/ marriage/ race 

Which are the more general questions?  

- The Arts/ play/ governance/ key to 

changing the world 

Which question should you attempt? 

- If you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r water scarcity, 

 課程背景：今日的課程為 Writing 中的

Essay Analysis （論文分析），學生已

於 5 月時參加了該科的期末考試，考試

內容為從 12 道申論題中選一道題目來

回答，字數需達 500-800 字，老師也已

將批改完畢的試卷發還給學生。 

1. How important is it for the arts to be 

promoted in your society? 

2. “It is increasingly attractive to not get 

married today.”Discuss. 

3. Should tourism be encouraged when it 

harms our environment? 

4. How far should rich nations help poor 

nations? 

5. To what extent has governance become 

more challenging in the world today? 

6. Are libraries a thing of the past? 

7.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spell the decline of 

man.” Do you a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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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oid these questions, you must know a 

lot about the topic at hand. 

老師先將 12 道試題分為兩大類:特定知識

的或廣泛的，經過一番討論後，老師總結

若試題中包含了一些專有名詞而自己對該

專有名詞又不甚了解時就應該避免去選擇

作答。 

 10：50 老師從 12 道試題中選了第 5 題

來做更深入的檢討，老師先書寫題目

“To what extent has governance become 

more challenging in the world today?” 於

白板上並帶領學生仔細閱讀題目和圈選

關鍵字 “governance”進行討論，大部份

學生都能積極參與討論，老師不斷提出

問題引導同學思辨並整理紀錄學生的回

應如下: 

governing society by:  

（a） making policies  

（b） enforcing the rule of law  

   to achieve 

   - stability 

   -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 distribution of wealth 

 11：29 有一學生詢問何謂 “Global 

governance”老師思索一會兒後直接上網

查維基百科的定義，此舉不但解答了學

生的問題，也等同於向學生示範了如何

善用網路資源自學。 

 11：36 老師用投影機呈現事先準備好的

5 段式論文給學生看，可惜字體過小，

8. “Water scarcity is the greatest problem 

in the world today.”Do you agree? 

9. “We will never really be able to move 

past racial issues.” Discuss. 

10. “Play is for the foolish.” Discuss. 

11. How far is the use of force acceptable 

in ensuring security in the world 

today? 

12. “The key to changing the world begins 

with changing oneself.”Assess the 

validity of this claim. 

 授課方式：新加坡的中學大部分科目的

授課方式包含大講堂授課和小班分組教

學兩種，惟獨英文科只有小班分組教

學，一班大約 14-25 人，因人數少，學

生可以有更多發表和討論的機會，老師

也可以更仔細地評閲每位學生的作業和

試卷。 

 教科書：新加坡的所有科目都沒有共同

的教科書，上課教材完全由老師根據課

程大綱自行準備，所以同一主題可能因

老師自身的興趣和專長不一而不盡相

同，學生則於上課時自備筆記本做筆

記。 

 學生程度：學生因為從小學開始就以英

文修習各種不同科目，所以到了中學時

不但已累積了相當豐富的英文字彙量，

也已具備了相當完整的文法概念，程度

已相當於台灣的大學英文系學生的程

度，能夠以流利的英文在課堂上侃侃而

談，其所發表的意見也顯見平日涉獵極

為廣泛。 

 教學內容：因為學生程度已相當於台灣

的大學英文系學生的程度，所以教學內

容類似台灣的大學英文系寫作課程。 

 教學目標：老師教學的最終極目標是為

了幫助學生能夠在劍橋 A 水準（G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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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老師強調會再 email 給同學所有的資

料。 

 11：47 老師詢問學生是否要再做一題？

雖然已接近下課時間，學生仍然保持高

度的求知慾，但礙於時間有限，老師選

了較容易做答的第 1 題來討論。 

 11：50 老師同樣先書寫題目“How 

important is it for the arts to be promoted 

in your society?”於白板上，帶學生讀題

並將題目中的關鍵字 the arts 標示出來加

以討論，學生同樣非常熱烈地參與討

論，最後老師以一新成立的藝術學校 

“Digipe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做總

結。 

‘A’Level）全國會考中獲取高分，而劍

橋 A 水準全國會考的內容涵蓋了各種領

域的申論題，因此老師教學的重點一方

面在以英文加深加廣學生對於各種領域

的知識，另一方面在培養學生以英文進

行邏輯思考、分析、判斷與整合創新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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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英文科／洪孟芬師、顏淑君師 

日期 7 月 15 日 時間 AM  10：30 ---  AM  12：00  

參訪學校 立化中學 上課型態 

□大講堂教學      ■一般教室 

□專科教室        ■分組教學 

□實驗課   

觀課班級 

學科 
中六（台灣高三）英文 教學單元 Writing- Essay Analysis 

授課教師  觀課紀錄者 洪孟芬 、顏淑君 

校園環境 

教室布置 

教學設備 

1. 是很一般的教室，（前後短，左右長的長方形，相當於我們半間教室） 

2. 像補習班一樣的長形桌，一排可坐 4 人，分左右兩排，每排 3 列。 

3. 沒有額外的教室布置，教室非常乾淨。 

4. 投影單槍、投影布幕、電腦設備、白板、白板筆 

5. 整班學生共 15 人 

師生活動 觀課心得與感想 

本節課的上課重點是「檢討考巻」。考巻內容有 12 題問答

題，學生任選一題作答，作答時間 90 分鐘，答巻文長 500-

800 字，評分規準：內容 30 分，語文 20 分。學生已於先前

作答一篇，老師評改完畢並發回。此節老師安排的課程內容

是：提點寫作這類考巻的重點及技巧。 

1. 一進教室，學生「起立、立正、敬禮」向老師問好。 

2. 10：39 學生拿出發下的講義。觀課老師同時也有一份。 

3. 操作投影機器有誤，學生很主動的幫助一起解決問題。 

4. 介紹班上有三位同學來自臺灣，有親切感。 

@@主題 1：如何選一個適合自己的問答題（約 10 分鐘） 

5. 10：43 老師用 ppt 講課，黑底白字，清楚。 

第一張： 主題 How to choose a question 

        重點：Which are the question requiring very 

       Specific knowledge in a niche aera?  

介紹當面臨要從 12 題選 1 題來作答時，注意事項為何? 

6. 學生回應老師問題，學生回答相當踴躍。老師引導討

論。 

7. 老師板書記下重要觀點，學生動筆記筆記。 

@@主題 2：解說第 5 題作答技巧（約 55 分鐘） 

8. 10：50 老師寫下選定討論的問題：第五題，將第五題題

問寫在白板上，並以不同顏色線條標注回答問題的關鍵

字。 

9. 老師拋出問題，學生小聲討論並寫下答案 

以下將所見所感紀錄如下： 

1. 立化對於品格教育的落

實，從學生上課的第一

步就開始。還記得以前

我們上課也是必須向老

師問好才開始上課，曾

幾何時，此項舉動已成

為「失落的價值觀」

了。 

2. 老師的 ppt 只有四張，

代表所要講解的主題不

多，心中立刻想到「教

少學多」、「教多學少」

的話題。 

3. 教室小老師不用麥克

風。 

4. 老師不用指定同學問

答，同學都投入課堂，

踴躍發言，發言至少

30 秒以上。 

5. 同學有問題立即發問，

有看法也不吝發表。 

6. 同學的筆記很適性，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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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53 老師以問答方式，引導學生回答，並完成此階段

的問題。 

步驟大致包含：學生回答不準確-帶領學生一起全班討論-

引導講述更棒的答案並將答案寫在白板上學生將老師

板書內容記在筆記本上 

11. 發現老師 ppt 內容僅有四張 

12. 此時上課 20 分鐘，學生的筆記不多（約兩行而已） 

13. 10：59 將第五題題幹講更清楚，使學生更了解核心所在 

14. 再用問答的方式，師生討論。 

15. 學生的筆記再多兩行，（各學生筆記的內容不一） 

16. 老師仍不斷拋出問題，學生也熱情回答。 

17. 11：03 老師提出問題要小組討論（約 3 分鐘）。 

18. 每組討論熱烈，沒有不參與者。 

19. 11：06 老師隨機詢問 A 生結果，學生不疾不徐講約 1 分

鐘。 

20. B 生，C 生也接著回答，發言時間都超過 30 秒。 

21. 老師回問 A 生是否讚同 C 生的看法，並適點作結。 

22. D 生隨即發表自己看法，師生互動真的很頻繁。 

23. 已有學生的筆記超過半頁了。 

24. 問答間（約上課 40 分後）筆記約七成之頁。 

25. 老師不斷提出適合的問題，並輔助回答同學用詞更精

確。 

26. 11：28 同學甚至直接秀出手機查詢的資料答案給老師

看，老師也立即上網 GOOGLE 其他資料，投影給學生

參考。 

27. 小組討論後的一番問答持續約有 30 分之久。 

28. 11：36 老師又用電腦投影，立刻上網維基一篇論文，具

體講解，並且搜集和印證，之前所講內容是真實確切

的。 

29. 此時以講解為主，約 10 分鐘，講評時幽默，引發哄堂大

笑，有時學生也會回應令人發笑的答案。 

30. 布幕投影的字很小，但是只有兩橫排學生，看得還算清

楚。 

   （若人數再多，坐到後排可能就看不到了） 

結束 goole 上論文的解說，也結束第五題的解說。 

@@主題 3：解說第 1 題作答技巧（約 15 分鐘） 

31. 11：47 重覆上述的教學方法，學生回答的方向偏頗，老

師會回到問題本身。使問題聚焦。不知不覺中筆記也記

個人所記的內容，都是

自已想提點的，記筆記

的時間也不多，有時老

師講話時學生就記下幾

句，不需老師強調：這

很重要，記下來。 

7. 同學發表意見或回答問

題，音量很大，其他同

學都可以聽清楚，而當

同學發言，其他也會認

真聆聽。 

8. 沒有人上課睡覺，（之

後有一位同學於下課前

20 分鐘，太累睡著）

很認真了。 

9. 同學會滑手機，經觀察

真的是為了查資料。自

律強。 

10. 老師也會立刻使用電腦

設備，上網查資料，有

時甚至是老師有疑義，

立刻上網查，而非教程

中的設計。感覺這種上

課很機動。 

11. 老師特質很有親和力，

學生學習融洽，時有笑

聲。 

12. 學生偶有交談，大都是

課內的問題，秩序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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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一頁了 

32. 下課鐘響，學生起立向老師道謝。 

（這堂課共 90 分鐘，還滿長的時間，學生真有耐心。） 

感觸： 

一直很好奇，是什麼樣的長期教育，可以讓他們如此遵守上課公約?這班的表現真的很令人

感動：他們很有禮貌，很大方，（課後他們還跟我們這些觀課老師侃侃而談），進退得體很

有規矩。上課也熱衷學習，一點都沒有「被迫學習」的無奈。或許雙方都有新奇感，所以

相見觀，但我相信他們長久累積的學習氣質是裝不出來的。願天下的學生，都是這樣的。 

總結－老實說，這一堂課和心中多年來「夢想」的「課堂風景」甚為相似： 

老師拋出議題讓學生思考，學生勇敢且踴躍發表自己看法和意見。老師再進一步引導學生思

辯，問其他學生對原本同學所發表內容有何看法，或者補充，或許再提供完全不同的答案，

老師時而講述，時而發問，時而總結或修正，甚至更成為參與者，一起討論，一起再學習。

學生尊重老師的教學，並且樂於學習，老師省卻其他教室管理，而將精力花在精進教學上。

師生的互動零距離，氣氛熱鬧和諧而有秩序。如今觀察了這堂課，我看到了理想中的「課堂

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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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地理科／葉瓊文師 

日期 7 月 15 日       時間 11:00~12:00 

參訪學校 立化中學 上課型態 

□大講堂教學      ■一般教室 

□專科教室        ■分組教學 

□實驗課   

觀課班級 

學科 
高一地理 教學單元 River Flood and Their Mitigation 

授課教師  觀課紀錄者 葉瓊文 

教室布置 

 

教學設備 

 

 

 

 

 

教師使用投影機，將學生習題的題目、圖表與解答投影於布幕，10 位學生分

為三組，每組使用一個白板，將習題看法寫在上面。 

師生活動 觀課心得與感想 

★課程簡要說明 

 本課程每週有 2 節 Lecture 及 2 節 Tutorial，均由同一位

教師授課。 

 本課程為 Tutorial，亦即老師之前在大講堂（Lecture）

已教授學生水患基本概念，並給予講義，且發配作業，

學生必須在課前完成開放議題式的習題作業（手稿），

帶至 Tutorial 課堂上，進行作業繳交與討論。 

 教師在每個 Tutorial 課堂亦會發下一次 Tutorial 課堂欲討

論議題之作業。 

 講義的形式將水患議題分為三個面向（a.b.c.），每個面

向有兩個子題，均為開放性問答，學生可以參考 Lecture

發的講義或自行蒐尋之資料回答問題。 

★觀課紀錄摘要 

 上課前，老師在白板上寫下學生分三組名單，學生須依

老師指定位置就坐。 

 老師請同學拿出本節課所需討論的作業。同學們也很自

動的將作業拿到桌面。 

 同時，老師發下次（隔天）上課的習題作業，及每組一

張紙籤，決定各組須回答之 a 或 b 或 c 面向。 

 每個面向有兩個子題，同學必須自行分工，指派 2 人將

答案的摘要寫在各組白板上。 

1. 課堂中師生氣氛愉悅且

輕鬆。 

2. 學生均已完成回家作

業，並帶至課程討論。 

3. 當老師課堂開始即發下

隔天要討論的習題作業

時，學生們各個拿起作

業紙，了解題目的內容

與方向，一會兒，才由

老師提醒進入該堂討論

課程，顯見學生十分有

學習主動性。 

4. 本班 Tutorial 人數僅 10

人，利於討論與分配工

作。 

5. 老師能關心學生討論情

形，並給予引導。 

6. 學生上台寫下個子題的

摘要重點，為第一次加

強印象，再上台說明

時，又是一次加強印

岩石、

地層、 

地球、

水循環

等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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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組將各項子題摘要寫在白板之前，老師會給予各組

一題約 7 分鐘時間（老師在投影布幕上秀出倒數計時

器，以提醒學生把握討論時間），先進行討論，綜合組

內三人對於本子題的答案，達成一致說明。 

 第一位上台的學生，必須再解釋一次本題搭配的圖表，

再接著說明所負責子題關鍵的摘要。 

 學生在說明過程中，其餘學生大多能專心聆聽，並給予

回應。臺上學生也會對聆聽的學生提問，互動良好。 

 學生討論與報告時老師都能由三組之間，了解各組討論

情形。 

 每一個子題報告結束，老師便再做一次統整說明，有時

也會抽點同學回答問題，以確保學生是專心聆聽他組同

學的說明報告。 

 課程結束，老師口頭問學生是否有疑問，學生也都點頭

或口頭回應可以理解今日所討論課程內容。 

★同科老師觀課 

 同時間該堂課有另一位地理老師在班上進行觀課，學生

表現非常自在。 

象，並釐清觀念，報告

結束，老師再度補充說

明時，學生的印象就更

深刻。因此對於報告的

同學與聆聽的同學而

言，至少對於該概念有

3~4 次的反覆聆聽與思

考。 

7. 有觀課的老師在場，學

生表現自然，且觀課老

師的觀課重點在於觀察

學生學習與討論的情

形，及師生之間的互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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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地理科／周亞貞師 

日期 7 月 15 日 時間 11：00~12：00 

參訪學校 立化中學 上課型態 

□大講堂教學      ■一般教室 

□專科教室        ■分組教學 

□實驗課   

觀課班級 

學科 
高一地理 教學單元 River Flood and Their Mitigation  

授課教師  觀課紀錄者 周亞貞 

校園環境 

 

教室布置 

 

教學設備 

1. 學校空間很大，校園設計簡潔，沒有太多的布置 

2. 教室桌椅以分組方式排列，屬於地理專科教室，裏面有許多地理相關

的教具 

3. 教室中備有投影機，教師自帶電腦 

師生活動 觀課心得與感想 

一、 開始上課 

1. 發放上課資料與學習單 

2. 分配學習任務（2 分鐘） 

(1) 第一組負責 Q1 part B 與 Q2 part B，並指定報告人 

（座位：男 A 女 B 男 C 女 D） 

(2) 第二組負責 Q1 part A 與 Q2 part A，並指定報告人 

（座位：男 E 女 F 男 G） 

(3) 第三組負責 Q1 part C 與 Q2 part C，並指定報告人 

（座位：男 H  女 I  女 J） 

3. 檢查作業 

二、 找出學習重點（3 分鐘） 

  教師要求學生針對各組負責的問題討論，在資料上的相

關處找到相關的資料，並標示關鍵重點 

三、 學生在白板上，針對各組負責的任務，寫下各組等一

兒要口頭報告的論點（7 分鐘+5 分鐘） 

這 7分鐘內，第一組和第二組都有學生提出問題，老

師在這時給學生引導方向，協助他們撰寫，但 7分鐘

結束時，同學們未完成，所以老師延長了 5分鐘。中

間過程中，第三組第一個同學完成自己的部分，開始

唱歌，未幫助同組的同學，但一會之後，第三組就恢

復討論（此時教師亦未出現制止行為，在替第一組釐

清問題。最後一分鐘時，第一組最先完成，其次第二

組，最後第三組。 

本次的觀課心得如下： 

1. 新加坡的地理課綱與台

灣的有很大不同。新加

坡強調議題式的討論，

以議題為主軸，將世界

各國的相關情形納入，

學生學到的會是理論的

應用與分析，而非地理

事實或資料的背誦。 

2. 學生在這課堂屬於討論

課（共 10 人），另外還

有大講堂的課（約二十

人）。此次課堂觀察發

現，學生上課其實也會

講話聊天，但因班級人

數少，且學生自制力

佳，因此通常學生只會

有一點點小騷動，不會

造成老師上課的困擾。 

3. .在教材準備方面，可以

明顯感受到新加坡的老

師並不依賴教科書，而

是以各種資料或不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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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上台報告，上台報告是依題目順序，所以順序是

2、1、3、2、1、3 組 

1. 第二組男 E上台報告 Q1 part A：因為報告不夠完整，

所以教師稍作解釋，詢問有沒有問題後，就結束討論 

2. 第一組男 C報告 Q1 part B：報告清楚明確，老師詢問

沒有問題即結束。 

3. 第三組報告男 H報告 Q1 part C：因為學生報告的不清

楚，所以報告時學生有提問，老師也提問來引導，但報

告完後學生還是不懂，所以報告完後，老師重新講解。

最後第一組女 I繼續提問，老師回答後即結束第 1大題

的討論。 

4. 第二組女 F報告 Q2 part A：男生特別鼓掌，報告完後

學生提問，老師針對報告內容提問後，第一組女 D回答

完後，結束討論。 

5. 第一組女 B男 A報告 Q2 part B：女生報告時全班安靜

聆聽，男生報告時，大家都反應完全不知所言為何，故

老師重新解釋。 

6. 第三組女 I 報告 Q2 part C：概念清昕明確，教師結束第

二題討論，本次教學單元結束。 

五、 教師統整 

1. 詢問是否還有問題 

2. 教師再次訂嚀作業要求標準 

3. 限定作業繳交期限 

籍的擷取當作教材。這

種方式雖然其優點，但

資料的列印與匯整要有

其他配套之處，否則會

造成資料滿天飛，但在

新加坡卻未看到這樣的

現象，每個學生都是把

資料訂成一整本 

附錄：老師上課的討論問題 

Q1 part A                        Q1 part B 

                
Q1 part C             Q2 part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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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參訪檢討會議記錄 

一、 美廉初級學院 Meridian Junior College 

 

日期：104.7.13 時間：19：30～21：30 

地點：飯店的 VIP 大廳  

主持人：邱淑娟校長 記錄者：劉安芸 

記錄內容 

一、 校長致詞 

  經過一天的參訪，相信大家心裡必然是滿滿的悸動，今天的檢討會希望能速戰速決，讓

大家能早點回去休息，已準備明天的參訪活動。等下會給各位同仁一人 4 張紙條，上面即是

我們觀察的四個向度－「學校願景與校園文化」、「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教師專業發展與

社群運作」、「學生學習與校園營造」，請大家就今日在美廉所看到就這四個面向以列點方式

記錄後，並將該面向的紙條交由負責的組別，各組再將其進行重點整理，我們最後進行分享。 

 

二、 各組發表與彙整 

(一) 學校願景與校園文化 

1. 學校願景明確，系統性落實推動 

(1) 定位明確，培養學術能力強及具有國際觀的學生 

(2) 學校自第一任校長便開始帶領全校教師形塑學校願景，逐漸形成以「勇氣、目標、

人格」之價值觀，顯見師生參與程度高。 

(3) 三個價值觀從一進校門即看到清楚明確的寫在校門牆壁上。 

(4) 校長善用教師會議及學生重要集會 

(5) 明確傳達價值觀，可讓人感受 

(6) 三大價值觀明確訂出細目，並融入課程教學，重視學生的體現。 

2. 教師的服儀及校園營造高度發揮身教及境教，形成自重自律的校園文化。 

3. 明確相信學生具有無限的可能性及高度的可塑性，逐步將學校推為頂尖 

(二) 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 

1. 教師共同發展課程並符合 A 水準能力的教材，非採用廠商的版本由教師自編教材。 

2. 課程的主軸緊扣學校師生願景，並且以有利國家發展為前提，來設定課程主軸。 

3. 教師教學善用資訊設備輔助教學。 

4. 教師教學法講述為主，善用發問技巧，適時提問，引導學生上台解釋，歸納答案，

強調批判性思考。 

5. 以大講堂上課，教師輪流二周依單元課程授課，再小組討論教學分組指導。 

6. 每位教師須負責高一的專題報告課程 project work，年輕老師指導 2-3 組，資深老

師指導較多組，強調研究方法論教師掌控進度，每年 11 月會有教育部官員來考核，

事前公布評分規準並搭配課綱。 

(三) 教師專業發展與社群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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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AT? 

(1) 校長與副校長訂定學校發展方向，以校本為主，發展創新教學，強調批判、溝通

協調、團隊、反思與反饋的教學內容與方式。 

2. WHO? 

(1) 以學科為部門單位，教師分為科主任與副科主任及一般專任老師，打團體戰。 

(2) 教師分級，科主任有具體且實質的任務，如：擬訂出題方向與討論題目、進入年

輕獲新進老師的班觀課、帶領學科老師。 

3. WHEN? 

(1) 學科部門每週有 1~3HR 共同時間討論精進。 

4. WHERE? 

(1) 提供師生舒適環境的討論室、Living Room。 

5. WHY? 

(1) 因應教育部課綱的要求 

(2) 為學生 A LEVEL 升學的科目與形式做準備 

6. HOW? 

(1) 培訓研習。 

(2) 科主任的領頭羊地位，帶領新進或年輕老師。 

(3) 學科重點發展教學法深化。例如創新教學。 

(4) 每週固定備課時間並實質討論教學教法與教學檢討，教師互動頻繁。 

(四) 學生學習與校園營造 

（校園營造） 

1. 政府投入校園營造的預算充足，且學校對於相關經費使用的自主性高 

2. 校園建築設計活潑，有許多學生喜愛的元素（將考場規則圖像化） 

3. 善用校園空間，融入學校歷史或學生成果為裝置藝術 

4. 校園遍布自習空間（多元學習角落），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與管理，提供學生之間或師

生間交流的良好場域。因教育部針對不同學校規模，有不同的學校腹地規定（中學 4、

小學 2.3） 

5. 教師的研究空間與教學場域有明確的區分，教師辦公室設計完善且有安定的辦公空

間（教師辦公室有安全門禁措施、有學生繳交作業箱、有電子佈告板） 

6. 有教師討論室，環境活潑舒適 

7. 教室設備簡潔且具高使用能效，符合教師與學生的需求 

8. 教室硬體設備有配合課程規劃與不同的教學情境，如教室配備有小組討論的討論課

桌椅、單槍是無線的、環境簡潔明亮（線路皆隱藏式） 

9. 校園整潔（外包進行清潔、學生自律、教室內物品或雜物較少） 

 

（學生學習） 

1. 校園重視品德教育，導師利用班會進行專業品德教育課程 

2. 具體要求學生服裝儀容（校規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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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校重視全人教育，除正課外也很重視學生的社團活動（服務性社團、學長制） 

4. 學生主動學習風氣盛，自律自主性高 

5. 學生於分組學習與小組討論全心投入 

6. 訓練學生善用科技工具 

7. 教育升學制度與評鑑方式明確，政府與人民對於制度有整體共識與認知 

8. 教師教學的目標明確 

9. 學生因課程地圖明確，所以學生學習目標掌握清楚 

 

三、 校長小結 

  接下來請各組可將今日的討論內容當作報告的骨架，將其填上血肉，相信即可完成一篇

豐富的參訪報告。 

 

四、 臨時動議 

(一) 相信大家因為第一次出國，難免可能會比較興奮，但還是請各位同仁可留意參訪時的禮

節，如未安排觀課的班級，則不要擅自進入干擾教師的教學及學生學習。（唐書志師） 

(二) 進行校園參觀時，請留意參訪隊伍不要拖得太長，以免讓接待學校等待太久失去該有的

禮節。（唐書志師） 

(三) 期待參訪的流程可以更為明確，因今日到美廉的參訪突然進行分組討論，雖然收穫的更

多，但因與預想的不同，讓人有些措手不及。（顏淑君師） 

→回應：因參訪行程皆是由接待學校提供，許多細節可能較不容易顧及到，但如各位同

仁覺得小組討論的效果不錯，那明後兩天的行程會與學校再溝通其可行性，謝謝。 

(四) 因今日美廉剛好是段考號，因此觀課的班級為零散且片段的，考量到需撰寫觀課紀錄

表，那我們就統一觀課紀錄基本由一組繳交 1 份即可。（李登祥主任） 

(五) 明後兩天的觀課禮儀（例如是否可拍照、走動等），會再於觀課時與授課老師再做確認。

（李登祥主任） 

 

五、 散會時間：21 時 30 分。 

 

   

校長先就今日參訪檢討會議

流程說明 

「學校願景與校園文化」 

討論 

「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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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與社群運

作」 

討論 

「學生學習與校園營造」 

討論 

「學校願景與校園文化」 

分享 

   

「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 

分享 

「教師專業發展與社群運

作」 

分享 

「學生學習與校園營造」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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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華僑中學 Hwa Chong Institution 

 

日期：104.7.14 時間：20：00～22：15 

地點：飯店的 VIP 大廳  

主持人：邱淑娟校長 記錄者：劉安芸 

記錄內容 

一、 校長致詞 

  為減省會議時間，今日已先發下紙條讓各位同仁先寫下四個面向的紀錄，那現在請各組

就收到的紀錄進行討論及彙整，我們等下直接發表。 

 

二、 各組發表與彙整 

(一) 學校願景與校園文化 

 學校願景：打造全人教育、陶冶熱愛生活、關愛他人、為社群謀福利 

 使命：培育為國為民之科研，商企與政界領袖 

 價值觀：自強不息、己立立人，己達達人、飲水思源 

 

1. 學校具宏觀遠大的願景，明確的使命與價值觀。 

(1) 培育全方位的人才，涵蓋語言，人文藝術，數學與科學。學生除專精課業外，更

開設多門課外活動及特選課程供學生修習。 

(2) 前瞻的思維 

(3) 重視服務學習，鼓勵學生走向國際 

2. 學校文化具有宏觀、多元，卓越、前瞻，傳承，服務、自主。 

(1) 校園文化呈現多元風貌（文學、藝術、科學等） 

(2) 學校文化資產豐富，校園建築物新舊融合 

(3) 學生在各領域都有優異卓越的表現。 

(4) 學生具備自信、自主性強 

(5) 善用校友資源 

(6) 以培育頂尖人才為目標 

 

(二) 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 

1. 直通車課的創始學校 

當年華僑中學有鑑於進入華僑初中後，再就讀華僑中學的人幾乎高達 80%以上，於

是提出直通車課程的計劃，其目的在省下 O 水準備考時間，進行其他課程，並藉此時

間，更能全方位探索，做選擇與深化課程的學習。華僑中學，對這六年課程大致為：前

二年發掘潛能，中間兩年培養興趣，後兩年鞏固知識。而後其他中學陸續跟進，成為直

通車學校，更成為新加坡教育特色之一。 

2. 多元課程，培養各界領袖 

除了綜合課程之外，華中設計多元特選課程，包含美術、音樂、科研、語文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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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人文學科、企業與金融，甚至還配合各項華中潛能發展計劃，如科學天才培育計

劃、海外科研實習計劃、國大科研計劃、……。另外搭配注重服務學習、華中精選周的

規劃、多元社團的參。希冀培養出熱愛生活，為他人謀福利的人才，並成為科研、商企

與政界領袖。 

 

整體介紹： 

1. 課程設計多面相： 

華僑中學所招收的學生是全國 O Level 考試前百分之三的精英學生， 故量身訂作的 AP 課

程，更符合學習效率。 

2. 教師教學： 

引導思辨發展，用心智圖引導教學、師生問答互動。其中發問技巧蘊涵哲學概念，也有

類是蘇格拉底的產婆法、培根的方法論、黑格爾的正反合三段論述……等。 

3. 配合政府教改與課綱： 

新加坡的教育課綱「3 年一小，6 年一大改」，無論教綱如何改變，始終以生活技能 life 

skills 為核心價值，培養學生帶的走的能力。 

4. 潛能開發計畫： 

使課程發展有更多的空間。另外學校更不惜重資聘請世界各地大師級的人才，與學生做

面對面的會談。以期學生「見賢思齊」，而且藉此拓展眼界。 

5. 教材的產出： 

教師教學少用教科書，多用自編教材，如：英文科是制定主題，教材內容由老師自備課

程設計，運用 UBD 概念融入英文教學 ，和 Big idea 有異曲同工之處。 

6. 教師任教班級分配： 

教師盡量不跨中學與高中課程教學，也不跨年級教學。 

7. 科技化教學： 

大講堂以錄影同步教學，課後亦可上傳課堂影片，讓學生下載以利自主學習。並與北京

的衛星校園計畫，是跨國科技的結合。 

 

(三) 教師專業發展與社群運作 

1. WHAT？ 

以學校歷史傳承為基礎訂定校務發展方向，既以校本為主，發展對應的創新教學，又

以全人教育為基礎，強調 Life Skill 的重要性，期許培育國際性的政商界科研界領袖

人才，進一步放大格局與彈性。 

2. WHO？ 

以高一數學科共 15 位教師為例 

學科部主任 

Level 1 高一 Level 2 高二 

組長 組長 組長 組長 

Level1 教師群 Level2 教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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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HEN？ 

(1) 固定時間：學科部門每週有 1~1.5HR 共同時間討論課程進度、精進教材與教法。 

(2) 不定期討論：學科老師隨時討論學生學習情形。 

4. WHERE－除了科主任以外，以學科為單位安排教師研究室座位，便於就近討論。 

 

5. WHY？ 

(1) 因應教育部課綱的要求 

(2) 為學生 A LEVEL 升學的科目與英國劍橋大學出題形式做準備 

(3) 學生的程度較優，促使教師不斷自我要求專業進修，以傳授學生更深、更廣的知

識內容；學校也鼓勵師生盡量騰出時間做更開闊的學習，不見得一定要和高中課

程有關。 

6. HOW？ 

 

 

(四) 學生學習與校園營造 

（學生學習） 

1. 重視全人教育 

(1) 強調品格教育，學生需完成平均 110 小時的社區服務 

(2) 訓練並展現學生領袖才能與公民素養 

A. 如承辦高峰會、負責內外接洽安排活動 

B. 有學生理事會制度（student coucil） 

C. 社團活動十分活躍 

2. 配合學生需求，在不同階段提供不同的課程及協助 

(1) 例如特選課程，深化學生學習、思考、批判與表達等能力 

(2) 提供學生海外交流學習 

鼓勵教師專業進修

學校預算4%投入教師專業進修

設立培訓中心規畫整學年的教師研習內容

鼓勵教師創新教材教法，由學校審核發給
獎金，並上傳到校網和同事分享

教師於學期中進修研究所碩士與博士，寫
作論文或考試期間允許老師請假。

校方支持教師自主提出校外進修或研習需求

教師專業社群PLC

資深教師帶領年輕教師

可因應學科特殊需要，組成人數較少的研
究小組，找大學教授學習並帶回校內分享。

學科共備情形不同

★數學科為例 

1.同年級學科老師自編教

材 

✽2~3 位教師負責一單元教

材編撰 

✽分享給所有學科教師 

✽每一學期任教該單元之

教師再做微調 

2.共同承擔期中考試命題- 

每一份試題由 3~4 位老

師命題，命題教師不一定

教授同一年級，命題之

後，先給組長看過，並讓 2

位老師進行試寫，模擬學

生可能遇到的答題狀況，

並適時修改題目。 

★英文理解與寫作課

為例 

1.教師共同依據課綱

討論授課主題與架

構。 

2.授課教師得自由發

揮授課內容，無共

同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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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助卓越的弱勢家庭學生（總統教育獎） 

(4) 生涯輔導規劃 

3. 重視自主學習 

(1) 重視課程中的討論和發問 

(2) 人文學科不強調有標準答案，訓練學生的分析與邏輯能力 

(3) 每班人數不超過 25 人，利於師生互動 

4. 學生學習特質 

(1) 學生素質高，自主性強。例如大講堂教室約四百人上課，尚能保持一定秩序 

(2) 學生依未來想就讀的大學科系決定自己的課程，學習與未來發展方向一致 

(3) 學生對於修習的課程，必須投入相當的備課時間 

(4) 學生有空堂時間從事自主學習，特選課程可以為他提供更加深加廣的選擇性 

 

（校園營造） 

1. 校園建築規劃重視歷史文化的底蘊 

(1) 校園建物充分利用歷史元素，利用建築設計傳達文化內涵 

(2) 透過空間佈置和氣氛營造，塑造活潑氣氛 

(3) 校園利用角落展示學生成果與校史融入，開放的學生作品展示，能培養學生美感 

(4) 校園角落設置鋼琴，提供學生使用，增添校園音樂氣息 

2. 校園空間規劃 

(1) 校園遍布自習空間（多元學習角落），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與管理，提供學生之間

或師生間交流的良好場域。 

(2) 活動場所（如操場）相當標準 

(3) 教室配備基本完善，講求實用功能，大講堂設計令人驚艷 

(4) 提供學長學弟制的交流（共用餐桌） 

(5) 提供學生置物櫃 

(6) 提供社團活動空間 

3. 校園營造改善建議 

(1) 無障礙設施標示不夠清楚，教室外走道寬度略嫌不夠，災難發生時學生可能難免

碰撞擁擠 

(2) 消防設備稍嫌老舊，有進行消防演練但似乎沒有進行避難或疏散演練 

 

三、 校長小結 

  已經 10 點了，就盡速讓大家回去休息，但是這兩天累積的參訪心得，大家可以帶回去

思索，究竟有那些東西是值得我們帶回去百齡之後實行、改進或轉化（像今天看到的學生理

事會、出版物等），可以先分享到我們的 LINE 群組先做討論。 

 

四、 散會時間：22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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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檢討會議討論狀況 
「學校願景與校園文化」 

討論分享 

「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 

討論分享 

   

「教師專業發展與社群運

作」 

討論分享 

「學生學習與校園營造」 

討論分享 
各組分享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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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立化中學 River Valley High School 

 因立化中學參訪完的行程較晚結束，故改至最後一天早上進行整個參訪的檢討會議。 

 

四、 總結參訪檢討會議 

 

日期：104.7.16 時間：登機前（約 13：00~14：00） 

地點：樟宜機場的登機處  

主持人：邱淑娟校長 記錄者：劉安芸 

記錄內容 

一、 校長致詞 

  因為昨天行程較晚的關係，所以我們改到今天直接做一個參訪行程的總結討論，先請各

位思考這三天的參訪行程下來，有哪些是具體的，可以讓我們帶回百齡高中反思並實踐的。

那一樣先請各小組進行討論後，我們再各組發表，謝謝。 

 

二、 各組發表與彙整 

(一) 學校願景與校園文化 

(一) 應提高師生參與學校核心價值之討論（可利用 25 周年校慶） 

(二) 學校願景應緊扣學校實務發展。 

(三) 從教師出發，展現教師專業文化，以身教影響學生。 

 

(二) 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 

1. 或許我們沒有強烈＂國家意識＂，但我們可以加強營造學校意識，讓學生認為進

入百齡是一件很榮耀的事（怎樣讓他們覺得進百齡是件幸福的事） 

(1) 校長和主任要明確強調宣導學校願景 

(2) 課程發展也要緊扣學校願景 

(3) 討論老師間對學校的認同感 

(4) 課程大綱要重新檢討 

2. 精進善用資訊設備輔助教學的技巧 

(1) 投影設備 

(2) 可運用在教學上的軟體 

3. 收集及研發「校本課程」的「教材」 

4. 推廣「公開觀課」的概念並化為具體行動，增加彼此觀摩機會，減少巡堂 

5. 「學習服務」列入課程，發揮做中學精神，提交行政是否納入願景及後續作為 

6. 鼓勵各科老師共同研發教材比例 

 

(三) 教師專業發展與社群運作 

1. 老師必須非常熟悉課綱與學校發展趨勢的認同感。 

2. 改變教師專業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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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享並不可怕 

(2) 互相學習共同成長 

(3) 讓新進老師建立倫理觀念 

3. 資深老師須樂於輔導資遣或新進教師。 

（教師專業發展部分） 

1. 各領域、學科的教學研究會或學習社群，在每學年初擇定至少一個年度工作目

標，就此目標進行研討交流與計畫。 

2. 所有參加學術研習的教師可以在返校後擇定一次 PLC 時間進行簡報，並與同事討

論。 

3. 每年可由老師們自辦內部教學研究成果發表會，學校或教師團體提供簡單有趣之

獎勵，增進科際交流。 

4. 鼓勵資深優秀教師輔導年輕教師，共同進行備課研討或發展專業知識，平時亦可

藉由優質環境設施或良善制度安排鼓勵教師對話，交流教學與生活心得。 

5. 擇定具體行政單位（例如研發處或教務處實驗研究組）做為「優質教學研究發展

中心」，負責主動協助、規劃與統籌教師的各項進修與研習，促使教師可以有目

標、有系統地進行在職專業發展，甚至可以主動協助或支助有興趣進入大學研修

的教師取得碩博士學位，安排後續返校貢獻專長相關事宜。 

6. （關於教師社群運作） 

7. （人）將教師編組，負責規劃與執行各教學或備課工作坊之工作。 

8. （事）每位教師都能在授課以外至少認養一項校務工作（含規劃發展社群教學專

業或指導學生競賽學習、合作社、教師會、參加特定必要研習活動等等）參與規

劃、籌備與推動執行。課務較少者可以認養工作量較大或較長時性的工作，課務

較多者可以認養工作量較小且較無持續性的工作。 

9. （時）讓備課日與正式開學日間保留一段可供教師思考規劃具體做法的時間（例

如提前一週進行共同備課，也可以在前一學期末或暑假剛開始時進行共同備課）。

同一學科領域或同一編組的教師可以在領域共同時間外，商請教務處配出至少一

節課的共同時段作為小組討論時間。 

10. （地）進一步規劃可專供教師社群聚會、討論、研修自習之固定場所，圖書館社

群研討室與教師會辦公室可優先列為考慮地點。另一方面，可考慮設置導師與專

任教師辦公室之門禁，讓教師可以安心地在辦公室辦公與討論，不用擔心學生與

校外人士的干擾，但也應相對增加可供師生討論之空間，讓教師可以更方便地提

供專業諮詢。 

11. （物）內部除了桌椅設施外，至少能配備電腦、網路、投影機與螢幕，以及教師

專業發展相關參考圖書或休閒設施。各導師辦公室與專任教師辦公室中可加強充

實生活機能。 

12. 為奠定教師情誼，促成教師專業發展，每年由教師自辦餐會或文康活動，自行聚

會聯絡感情。大型重要會議，如校務會議，亦可考慮移地辦理，以協助教師轉換

心情與活化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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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他相關支援事項） 

14. 學校主動就校務願景與總體課程提出簡潔之具體目標與方案，在各領域或各科教

學研究會，以及共同備課之社群編組中要求討論與落實。對擔任特定委員會委員

或接任特定工作之教師（例如擔任導師、認輔教師、領域召集人，合作社、教師

會理事，或指導校本課程、學術性社團，辦理學生營隊等等），應主動關懷並給予

培訓機會。 

15. 學校應主動將可合併召開之會議、性質相近之會議合併召開，盡可能減少不必要

之開會時間。開會前之準備工作務必責成行政同仁提早進行，以縮短會議流程或

時間。如此才能盡量將在校辦公時間空出來用於研習與備課討論。 

16. 教務處配課（或學務處徵詢導師及指導社團、聯課活動教師）應考量人員互補合

作之可能，除了積極規畫共同討論時間，也要能讓教師在從事研習活動的同時可

以有另一名教師支援授課，不虞教學進度之拖延。長遠來看，建議學校聯絡附近

友校，或建請教育局，建立較大範圍之代理代課教師人才資源庫，可以就長期或

短期代理代課教師提供備選人才。 

17. 主動協助教師將性質相近之校本選修課程、聯課活動課程之指導教師編組共同備

課或討論教案，積極實踐校務願景及總體教學目標，可提供經費製成方便沿用之

教學文本，以累積校內課程之共同智慧，更可統整做為校外招生重要參考。 

 

(四) 學生學習與校園營造 

（校園營造部分） 

1. 多元學習空間（學生多功能閱讀角落） 

2. 公佈欄重新規劃 

3. 區隔教師研究空間及師生互動空間 

4. 校園環境整理→清潔舒適 

5. 規劃 

(1) 班級教室設備（各班單槍線路、置物櫃及線材重整） 

(2) 重整專科教室 

(3) 智慧教室 

(4) 無線線路規劃 

6. 穿堂與校史結合（例如優質學校） 

7. 專科教室→地科規劃→多功能討論室 

8. 數位式多媒體播放系統 

9. 中庭整合（結合治水） 

10. 服務學校計畫由學生提出（社區資源整合） 

11. 教師討論室（3、5 樓）規劃 

（學生學習部分） 

1. 落實品格教育（生活常規、服儀）→課程設計 

2. 落實服務學習、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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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宣揚學生同儕典範，激發榮譽心 

4. 凝聚全校共識，建立明確核心價值及願景 

5. 推廣學長制，善用同儕引導力 

6. 重視全人教育 

(1) 強調品格教育，學生需完成平均 110 小時的社區服務 

(2) 訓練並展現學生領袖才能與公民素養 

A. 如承辦高峰會、負責內外接洽安排活動 

B. 有學生理事會制度（student coucil） 

C. 社團活動十分活躍 

 

三、 臨時動議：無 

 

四、 散會時間：約 14 時。 

 

   

於機場登機處開始進行參訪

總結檢討會議 

各組先將這三天參訪彙整的

資料先閱讀一遍 

「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 

討論分享 

   

「教師專業發展與社群運

作」 

討論分享 

「學生學習與校園營造」 

討論分享 

結束會議，先將大家手邊的

資料蒐集，就準備登機返臺

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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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參訪團員個別參訪紀錄及心得 

一、 研發處李登祥主任／數學科 

 

經驗是最好的老師 

深為參訪業務主辦單位，對本參訪活動能夠圓滿達成自有無限欣慰。為了讓明後年續辦的跨

國參訪更為完善，實有必要就本次參訪作業進行檢討。 

參訪前籌備作業 

1. 自參訪前半年（103 年 12 月初），即在校長協助下，陸續透過電子郵件與參訪學校聯繫

相關事宜。 

(1) 103.12.10 與參訪學校（華中、立化）確認參訪日期 

(2) 104.02.05 與參訪學校（華中、立化）確認參訪重點 

(3) 104.04.22 與參訪學校（美廉初級學院）確認參訪日期與重點 

2. 104.04.23 完成參訪標案採購需求書 

3. 104.05.06 參訪此購案招標評選作業 

4. 104.05.29 與參訪學校（美廉初級學院、華中、立化）確認參訪流程及觀課事宜 

5. 104.06.09 新加坡參訪行前研習（新加坡教育制度與現況說明~林子斌教授主講） 

6. 104.06.30 新加坡參訪行前說明會並建立新加坡參訪團員 line 群組 

7. 104.07.06 與參訪學校（美廉初級學院、華中、立化）確認觀課科目事宜 

8. 104.07.10 與參訪學校（美廉初級學院、華中、立化）確認抵達事宜 

9. 104.07.10 參訪手冊印製 

檢討： 

1. 本次參訪學校華僑中學與立化中都能在半年前確定且順利展開聯繫，但美廉初級學院則

在 4 月才確定，所幸獲美廉初級學林燕福校長及母語部黃潮興主任的協助，得以順利成

行。明後年辦理宜掌握時效。 

2. 參訪日期的擇定宜事先了解參訪國家學校的行事以避免困擾。以本次為例，新加坡中學

7 月第二周為定期考試期間，觀課上較不易安排，致一直到七月初才確定。 

3. 參訪重點的擇定，顯然基於對參訪學校辦學特色的認識，認識越清楚則越能把握參訪重

點。另觀課科目的安排也與出訪教師授課科目息息相關，故出訪教師的確定越早越好，

宜在出訪前 2 個月前，必要時增設候補人員，以避免原規劃人選因要事無法隨團出訪。 

4. 本次採購需求書明載旅行社服務涵蓋成果冊之印製，今年實際運作下來，受限於參訪成

果冊之撰寫需費時近 4 周，恐影響驗收辦理期程。因此明後年採購需求書應就此部分予

以修正，即採購案金額扣除成果冊印製及 DVD 製作相關費用，由學校依成果冊完稿日

期，另覓廠商印製。 

5. 本次參訪考量團員與新加坡師長專業對話時或有需交換名片彼此認識，或日後聯繫之

用，故於參訪出發前為每位團員印製名片，團員反映佳。 

6. 本次建立新加坡參訪團員 line 群組可以說發揮極大的功效，訊息的交流迅速且有效，更

可貴的是不僅團員們樂意透過這個群組交流訊息，也樂於透過群組互相打氣彼此關懷。 



137 

參訪期間 

1. 參訪行程 

(1) 7 月 12 日臺北→新加坡    

(2) 7 月 13 日上午參訪美廉初級學院，下午文化景點參訪，晚上工作檢討會。 

美廉初級學院由林燕福校長親自主持簡報，與會的師長有母語部黃潮興主任、數學

部、科學部、歷史部、體育科等主任。簡報後並分組與本校團員進行專業交流，觀

課部分有物理科、專題研究、數學科。 

(3) 7 月 14 日上午參訪華僑中學，下午文化景點參訪，晚上工作檢討會。 

華僑中學由陳國良副校長主持簡報，與會的師長有育人科長李開森，觀課部分有英

文科（理解與寫作）、數學科。 

(4) 7 月 15 日上午參訪立化中學，下午文化景點參訪，晚上答謝晚宴。 

立化中學課程副校長雷光祐主持簡報，與會的師長有母語部李文校主任、科學部陳

文榮主任，觀課部分有物理科、專題研究、數學科。 

(5) 7 月 16 日臺北←新加坡   機場工作檢討會 

2. 工作檢討會進行方式：依四個面向：（1）學校願景與校園文化（2）課程發展與教師教

學（3）教師專業發展與社群運作（4）學生學習與校園營造分成四組，在邱校長的帶領

下，依下列方式進行: （a）每人分 4 張紙張（1/4A4 大小），寫出各組負責面向的參訪

省思後，交給各面向負責組長。（b）各組組員就組長所收到的資料進行彙整，由組長或

組員提出報告。 

檢討： 

1. 上午學校參訪行程都能依既定時程順利完成。唯觀課部分宜事先向參訪學校詢問可否

拍照或攝影，及有無其他應注意事項，以利團員提早因應，避免失禮或干擾學生學習

與教師教學。 

2. 第一天因未特別提醒團員參觀校園時不宜脫隊致對伍稍為拉長，稍有發生帶領師長苦

候現象。日後宜列入行前會議說明事項。 

3. 本次於合約中雖有明載旅行社領隊拍照或錄影（含入班觀課），但錄影部分恐難落實，

宜進行修正。本次因另有當地導遊不僅工作表現勝任，言談間也充分表現出強烈的國

家意識，並以身為新加坡人為榮。 

返國後 

1. 104.07.22 校長邀請各組組長就參訪期間本校未來具體建議事項進行研議。 

2. 104.08.03 召開擴大行政會報就學校願景、6 大「心智習性」及「品德核心價值」進行

分享與問卷調查。 

3. 104.08.06 辦理新加坡參訪活動書面驗收 

4. 104.08.14 辦理新加坡參訪團員檢討座談會相關議題有： 

(1) 參訪報告各組分享 

(2) 期初共同備課公開分享事宜討論 

(3) 檢視「管理與組織、課程與教學、學校文化」等面向教師問卷及學生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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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 

1. 返國後各組團員都能自發性的召開會議商討參訪報告撰寫事宜。不管是團員的言談或

報告內容都肯定這此參訪活動，也表示收穫甚多。 

2. 令人興奮的是團員們都樂意將參訪期間所見所聞、心得省思，以百齡校園為基調，予

以轉化實踐。 

3. 召開相關系列會議輔以進行「心智習性」、「品德核心價值」、「管理與組織、課程與教

學、學校文化」相關問卷調查統計作業，逐步凝聚共識，落實參訪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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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總務處劉文正主任／生活科技 

百齡 VS.新加坡三所中學 校園營造『超級比一比』 

    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本次很高興能利用暑期參訪這個號稱沒有地震風災的南

方國家新加坡，並以美廉初級學院、華僑中學及立化中學此三所中學為參觀訪對象，並透

過交流座談、教學觀摩，經驗分享，了解並學習新加坡的學制文化、學校願景、課程教

學、學生學習、校園營造現況及其優點，本文仍主要聚焦於校園營造及學生學習環境之差

異比較。 

  本校校地面積 2.5 公頃，教師辦公室面積狹小，學生有門禁刷卡辨識系統但教師辦公

室無刷卡門禁系統，操場為部分草地及 PU 長度為 200 公尺，活動中心有中央空調，頂樓

有防水隔熱設置，教室裝有遮陽簾及通風氣窗，但無遮陽板，所有班級皆裝設 360 度旋轉

電扇及分離式冷氣機，溫度超過 28 度 C 才能開冷氣或早上 10 點以後才能開冷氣。教室內

有置物櫃及外走廊設有分類垃圾桶洗手台、室內教學擴音機麥克風音源插座，教室內桌椅

為木製長方形課桌椅，有專用講桌、板擦機、講台及投影機螢幕，校園通道有無障礙斜坡

道設置。校園打掃及廁所清潔，主要由學生自理。校園修繕為單位預算制，由學校逐年編

列維修工程費用次年執行預算，主要利用寒暑假修繕，校長僅能盡量利用時間參與工程會

議。 

  新加坡政府規定面積初級學院（中學）面積至少應為 6 公頃且操場為草皮 400 公尺跑

道，新加坡此三所學校有餐廳、校園討論桌椅設置、大小講堂、分組討論室及教師討論空

間，教室外走廊有遮陽板，教室內窗戶為可調式玻璃通風窗，教室內直接油漆成白色牆面

做為投影螢幕及書寫於白板筆用，教室外設有鎖置物櫃，教室內皆為跑班上課或分組討論

組合桌椅設計及固定考試專用桌椅二種，老師上課除了大堂課，不用麥克風、美廉及華僑

中學教室內有裝設中央空調冷氣但中午 12 點才能開冷氣，立化中學教室及活動中心內皆只

有三葉片式吊扇無冷氣裝設，設備非常簡樸，校園到處可見學生在閱讀或學生能自主學

習，主動公共服務。這三所學校的老師辦公室皆有設置隱蔽有刷卡辨識門禁系統，避免學

生、家長或外人直接進入教師辦公室而干擾教師教學研究或備課，學校設有一處服務櫃

台，單一窗口服務諮詢。立化中學有無障礙設置，有完整聯絡走廊但走道較狹窄，其餘兩

所並未見到。校園打掃外包。新加坡校園興建或修繕工程，分自主學校及主流學校二種制

度自主學校修繕經費由學校自籌，而政府補助主流重點學校每年會依情況編列預算給主流

學校一筆經費做為學校修繕校舍經費，學校無總務處，修繕及清潔工作則委由物管中心主

任辦理，但由學校校長決定如何使用這筆經費。 

  整體而言新加坡國力富強不是沒原因的。所謂：『教育即國力』，教育辦得好，國力自

然強。這三所學校的願景、核心價值與學校發展特色緊密聯接，有明確的學校定位且能透

過學校環境有效營造校園，讓每個新加坡學生能適性學習，將來學成以後能貢獻自己力量

回饋國家及社會人民。這種『國家情操』也是我們國家漸漸流失的。但是我們如何能重新

拾回呢？學校的的願景是否能與國家發展方向連接，此有賴於校長領導，而學生是否有良

好的學習及活動空間環境，需要靠老師及行政同仁努力，規畫適合學生學習環境。例如增

設餐廳、校園討論桌椅設置、大小講堂、分組討論室及教師討論空間，營造優質學校，良

好學生學習環境，這些都是我們努力目標。  



140 

三、 圖書館章瑄文主任／國文科 

 

本次新加坡參訪，除浮光掠影的社會表象觀察外，藉由拜訪美廉、華僑及立化三所中

學並與該校人員座談交流，不僅視野大開，更引發對於目前台灣教育現象的思索。 

受限於政經狀況不同，暫且撇開台灣與新加坡教育制度諸多差異，以及新加坡學校端

於經費運用及課程實施方面擁有令人稱羨的自主性不談，本次參訪，最令筆者印象深刻

的，毋寧是三所學校教職員生皆表現出對自身專業的兢兢業業、自敬自重，以及對於學校

共同價值願景的自豪共識、高度認同。在教師分級制度下，因為重視專業成長，所以教師

樂於精進教學技巧，設計深化課程；並積極爭取擔任科主席等校園事務分工。反觀台灣近

年來愈演愈烈的行政人員及導師荒，甚至出現由僅入校一年資淺教師擔任主任、代理老師

擔任組長或導師等怪象，令人不禁感慨。展望未來，如何激發全校同仁對學校共同願景之

認同，並隨而勇於承擔各項校務分工，形塑校園合作文化，是一項重要課題。 

此外，國內教育主管機關亦需明察，新加坡學校教育相關經費充裕且運用靈活度高，

教師員額充裕，相關行政程序亦便捷，連帶能夠快速提升校務發展品質。反觀國內，往往

受限行政程序流程僵化，各教育主管機關評鑑稽核多如牛毛互不整合，使得學校舉凡教師

及行政人員常常因瑣碎業務耗盡時間心力，有心無力再投入教學精進，更使得用心教學教

師視擔任行政人員如畏途，長此以往，影響校務正常發展甚鉅，畢竟為教師打造舒適和諧

而易於激發創意的工作研討場域，方能鼓舞啟發學生知識探索並陶冶多元能力。 

關於學生學習方面，本次參訪三所學校皆屬菁英學生，所展現之多元能力、亮眼成

績、及自信自治令人讚賞。然而，回頭看看百齡學子特質，其實另有活潑樂觀，創意豐富

等各項特質，惟稍欠積極主動研究學習之動能。因此，如何激發學生團體潛力，塑造學生

典範，引導百齡人早日發掘人生目標累積自信，並積極為之奮進，值得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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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顏淑君師／國文科 

有教育就夠了 

曾經聽過這樣一個故事： 

1972年，新加坡旅遊局給總理李光耀

打了一份報告，大意是說，我們新加坡不像

埃及有金字塔；不像中國有長城；不像日本

有富士山；不像夏威夷有十幾米高的海浪。

我們除了一年四季直射的陽光，什麼名勝古

蹟都沒有。要發展旅遊事業，實在是巧婦難

為無米之炊。 

  李光耀看過報告，非常氣憤。據說，他

在報告上批了這一行字：「你想讓上帝給我

們多少東西？陽光，陽光就夠了！」 

  後來，新加坡利用那一年四季直射的陽

光，種花植草，在很短的時間裏，發展成世

界上著名的「花園市」，連續多年，旅遊收

入列亞洲第三位。 

    而後來呢?…… 

我發現新加坡的各項發展，也都憑著「有陽光就夠了」的信念，努力的創造著屬於他們

的奇蹟。於是我將此行心得分享定名為「有教育就夠了」。 

有教育就夠了 

    在新加坡參訪其間，導遊曾說過一句話，令我印象深刻：「新加坡什麼都沒有，但什麼都

想做到最好。」真的，新加坡和台灣土地面積都不大，可是新加坡不像臺灣擁有許多豐富的

資源。新加坡沒有高山，最高的山武吉知馬，只有 163 公尺高，比起臺灣動不動就三千多公

尺的高山，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小坡。但他們很自豪自己的國家是「花園中的城市」，是完美的

居住勝地，極佳的觀光所在。 

新加坡沒有巨大湖泊和河川，但彈丸

之地中陸續建蓋了 15 座集水區，這些集水

區占了國土面積的一半以上，而第一個集

水區—濱海堤壩，不僅是占國土面積六分之

一的大蓄水池，還設有導覽，綠草的屋頂

上更可欣賞城市的天際線，兼具教育和休

閒功能。他們缺水，甚至因為買水，受限

於他國，總理更在國民面前，不得不坦

言：「在活命水面前，其他政策都得下

跪。」可是他們硬是蓋起了「新生水世

界」（可惜此行，因內部整修，未得觀其堂

 

「有陽光就夠了」的信念，讓什麼都沒有的

新加坡發展成「花園中的城市」，使觀光蓬勃

成長。一個小小堅定的信念，竟然可以造就

大大的自豪成果。「信念」的力量果然驚人。 

 

新加坡曾經缺水，向國外買水時，甚至受外國

牽制，在人才的集思廣益下，建立兼具遊覽休

閒的集水區，解決了國家問題，更突破了國家

外交困境。被教育的人才們，居功厥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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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現今不僅做到不愁無水，更自豪著可以將水賣給其他國家。 

「新加坡什麼都沒有，只有人才」這是他們的認知，相信也可用很多諸如上述的事例，

說服其他人贊同這句話。什麼都沒有的新加坡，利用人才解決「什麼都缺」的困境。在全球

最具競爭力的國家行列中，都可以擁有不錯的成績。這些成就的幕後功臣，無非這些人才。

而這些成就不僅僅是國力的展現，也是教育成果的表現。 

此行中，發現他們的學校教學，緊扣國家政策方針。他們的精英教育，鼓勵學生並支持

學生努力學習，甚至 A 水準考試是同時可以申請留學英、美名校。不過國家不怕這些學子滯

外不歸，因為在求學過程中，學校願景永遠是「心繫祖國」。走在路上稍做社會觀察，路上行

人守法，街道乾淨，凡事有條不紊的進行著。對於一些景點的文化參訪，兼融環保、藝術、

人文……，每個細處，每個環節，都敘述著教育的成果。新加坡有教育就夠了，那台灣呢?台

灣可以有什麼就夠了?相信擁有很多資源的臺灣，稍微套用這「有……就夠了」的思維，進行

改造；又或者我們也再重新檢視，精緻我們的教育，升級我們的教育。一定可以找到更多更

好的出路。 

 

用心體會，不再瞎忙 

此行最大的感觸是終於明暸台灣在推動教改的目的和美意了，其實在教改推動的這幾

年，身為第一線面對學生和家長的我，也曾經埋怨教改的推動，又雜又亂，甚至覺得「擾

民」。 

但這幾天新加坡教育之旅，我深切了解，教改不做不行的迫切性，這全然是全球運動，

台灣已然無法置身事外。順應時代變遷，這是教改的目的，而與時俱進，不被時代洪流淹

沒，求得國家進步，爭取個人生活的時間空間，這是教改的美意。但也深切明白，當實踐者

無法體會推行政策的內涵，政策執行的效率勢必大打折扣。若大家都不知為何而忙，便會瞎

忙，更減損政策設置的美意。 

對於國家政策，個人薄力無法置評。但看到新加坡「三年一小改，六年一大改」不斷求

新求變的教育政策，卻不顯得雜亂無章，無所適從。再看到「直通車課程」，讓國中生把 O

水準的備考時間（約半年~一年）省下來，用來深化課程的學習活動。另外還看到同學在上數

理課時，使用工程用的計算機，以便省下手算時間的小動作上。其中重視「重視效率、效

能」的精神，深觸我心。 

而這精神也絕對可以延伸到個人的教學上。想著

自己一定要不斷檢視本身的教學策略及教學方法，省

思教學流程是否精準，講義及補充教材內容是否冗

贅，指派的作業有無流於形式，考試評量是否可以具

體公正測出思考、表達、統整、批判……等能力。一

定要試圖找出最有效率可行的教學活動，使學生脫離

被動學習，事倍功半的惡性循環。以達到「多贏」的

局面。 

 

文化參訪，激發出思考的策略---善用圖表，幫助思考，「畫」解問題 

策略方法 教學流程

講義教材 作業評量

精準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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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參訪中，想特別一提新加坡濱海堤壩，此項建築不僅有民生意義，也明確落實環保

教育，對於其外觀像裝置藝術展，更包含美學教育，而其完整的配套，例如導覽、及吸引學

生前往聽取簡報，都是潛移默化的行銷學。而屋頂可以欣賞新加坡城市的天際線，少不了景

觀設計的學問。我似乎在此行中，看到協同（跨科跨領域）教學的未來風景。當然這也是重

要國家認同的公民教育，這些教育都不是在嚴肅的課堂上，一板一眼的講述教導。但這些都

是課堂教育點滴，匯聚的偉大成就。 

其實不僅是濱海堤壩，例如克拉碼頭、魚尾獅公園、濱海藝術中心、河川生態公園、乃

至於最近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使新加坡舉國歡騰的植物園，都依循上述的思維模式在經營

運行。政府規劃重大工程或建設，首先要想著如何取得可以推動這些工程或建設的人才，這

些人才當然得從自己國家教育出來的國民尋找，所以在規劃教育政策之前，執政者宜先有國

家發展遠景藍圖，然後制訂具體而正確的教育方針及政策，接著積極有效率培育所需人才

（教育能夠「學以致用」，才是永續教育的不二法門），之後以這些人才建設國家，厚實國

力，進而藉著這些足以傲人的國家榮耀，增進國家認同的公民教育，相信在這樣的良性循環

中，才有精益求精的多元成果。 

所以這些建設，似乎都無聲卻有力的告訴我們：新加坡的教育底家啦（在這裡）!無怪乎

他們一直標榜：教育即國力。 

原本無知的以為這些「景點」的文化參訪，是公差的「回扣犒賞」。此時除了印證了自己

的膚淺，更慶幸自己滿心充實的獲得，我想這種反思才是我真正的犒賞。而將此概念範圍再

縮小，同樣適用於教學現場中，每所學校須建構學校及學生圖像，宜有自己的課程地圖，據

此擘籌教學策略，並以適切的教學方法教導學生，展現最佳教學成果，這些都是對學校及老

師最佳的宣傳與肯定。然後周而復始，永續學校經營。 

 

針對以上的省思，我則想到了以下的循環圖： 

  

#圖說：永續國家和永續學校其原理原則是有相互貫通的道理—新加坡之行，此感觸特別深 

永續
國家

制定

國家政策

培育

國家人才

從事重大
公共建設

展現最佳
建設成果

厚實

國家認同

永續

國家發展

永續
學校

學校圖像

學生圖像

課程地圖
教學策略

適切教法
教導學生

展現最佳
教學成果

強化

學校認同

永續

學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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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學生學習和思考的空間和時間---良善縝密的配套措施 

時至夏日，學校圖書館開不開冷氣?曾經是隨想時的一個「無聊」問題，在大熱天可以進

入涼爽的圖書館是件樂事，可是圖書館最被使用的時間，常常只是下課的十分鐘，開好幾小

時冷氣，只為了幾個 10 分鐘下課時間，似乎有點費電，不夠「環保」。但不開冷氣又大大不

可!到新加坡參訪，此重要的「無聊」問題，得到了某方面的解決，因為沒課的學生，經常會

使用他們的圖書館，「開不開冷氣」根本是不用考慮的問題。 

我想藉由上段的情境，來表達若一個制度面是縝密完善的，那麼很多枝節的小問題就不

再是問題了……。此次在校園參訪中，有很多諸如此類的思維。舉例來說：其實學校也曾開

設專題研究的課程，此課程可訓練多元智能，是很值得推廣的一門課。但是之後不了了之，

推究其因是制度面的設計不夠完備所致，如：寫作專題論文研究非考試科目，學生學習態度

不夠嚴謹積極；其他科目作業很多，排擠了專題研究和習作的時間；班級人數過多，指導老

師應接不暇，無力兼顧；對於小論文寫作成果，沒有足夠時間空間來展示和宣傳……。相較

於新加坡，他們高一（即我們高二）把此科列為必修課程，每班學生人數約 25 人，老師可以

有較充裕的時間、心力指導，不僅上課的時間，可以寫作報告，沒課的時間，亦可以在學校

的大桌椅區和同學討論。此項能力更對應著考試，有助於回答手寫申論題目。觀察這門課的

開設，明顯看出有規劃學習的時間（上課時、空堂時）和空間（教室內、大桌椅區），亦有展

現學習成果的時間（考試時、口試時）空間（成績表現，考巻寫作上）。如此深切環環相扣，

讓人顯而易見明白：學習一定要盡量爭取充裕時間和空間，才能有循序漸進的成果。 

在各校參訪中，也不難發現他們一直

在設計給予學生學習的時空。比如：他們

的社團辦公室（學習空間）都設置在學校

顯眼之處，因為被重視，被當成一回事，

所以社團蓬勃發展。又記得在美廉初級學

院，有位攝影社的學生隨行拍照，正納悶

上課時間，他怎可以在此幫忙。原來此時

剛好是他的空堂（時間），他的拍照也可

以是校刊社的報導（展現成果的空間），

當我們即將離開時，我們因此得到一項很

特殊的紀念照（又是另一項學習成果的展

現空間）。在華僑中學，校方帶我們參觀

美術展覽室，將學生的美術作品放置其中

（空間），展期甚至長達一年（時間），想

必當學生知道自己的學習成果，可以如此

被高規格對待，學習動機和意願一定都正

增強。這些學習效果的展現，都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作強力的後盾。 

從這些「起承轉合」一步步觀察看來，所有的學習一定要留下時間和空間，老師們只要

從容的掌握這些，教學成果必定可期。曾經聽過有人評論著：國外的教育制下，老師在課堂

上教得或許很少，但學生都覺得學得很多；反觀臺灣，老師一直講，一直教，可是學生覺得

 

在美廉參訪時，有位隨行攝影的學生，原來是

位攝影社社員，趁空堂時協助參訪的接待事

宜，在台灣該名同學可能就沒有這樣充裕的時

間。會後校方更將照片後製成紀念卡，很貼心

的禮物，也是學生展現成果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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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得很少。若不留些時間和空間給學生學習思考，一味填塞瑣碎的知識，到頭來難免會有

「事倍功半」之憾。那也就不能怪學生對學校學習興趣缺缺。此點當自戒慎恐懼，努力改

進。 

  

這是新加坡上「專題研究」的教室風景，學

生可以聚在一起和老師討論，也可以自己利

用這堂課的時間，寫作自己的報告 

華僑中學設有很寬闊的美術展覽室，放置學

生的美術作品，展期長達一年，在如此重視

學生學習成果的氛圍下，學生的學習動機更

加乘 

 

結語  當個配套措施達人 

私心認為臺灣教育改革的大方向的想法是對的，但是作法如果是粗糙的或是沒有效率

的，所呈現的結果一定不如預期。有人可能認為那還不如想法和作法都保守些，至少還有一

定成果。但是不妨換一個思維，只要作法越修正越精良，那成果絕對不是墨守成規所能替

代。畢竟在局勢快速發展的現今，「變態即常態」是我們要適應的觀念，也必須身體力行。 

    觀察新加坡的各項行事、各項建設，其實都有完善的配套措施。鮮少有「雷聲大、雨點

小」或是「曇花一現」的政策、政績。一入新加坡國門，機場內的「綠牆」醒眼奪目，讓人

賞心悅目，無形中對新加坡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其實要建造此「綠牆」並不是登天難事，但

最難得可貴的是，當局每年更花費大把銀子維護它，使它始終綠意盎然。這讓「綠牆」常年

如新的維護工作，就是不可輕忽的配套措施。從這樣的體會，使人切實了解，所有行事的精

髓不在實行了什麼政令，重要的是執行了什麼具體的配套措施。有了完善的配套措施，才能

讓各項建設或政策行之久遠。 

    臺灣是個很上進的社會，任何國外的好政策，都會從善如流的認真學習，並且「雷厲風

行」（形容誇張些了！）在教育現場中，我們也深覺不能不變，所以大肆的「翻轉」了起來，

這些用心美意，值得讚許鼓勵。若能注重配套措施細節的修飾，讓每項美好行事的真心誠

意，被大家接受，可以推行更長更遠更徹底，想必臺灣的競爭力就在這裡了。 

現今各國教育，都積極培養自己的國民符合 21 世紀的生活技能，更具體指出合作、溝

通、批判性思考、創意……等能力，才能應付瞬息萬變的世代。當把此篇心得整理至今，突

然發現會制定良善縝密的配套措施，且持之以恆，也是挺重要的生活技能。當然當自己知道

了這些體悟，且探究一番，就必須把建立的信念拿來運用並成為廣泛使用的行為，這些都將

內化為日後教學的行動力，我謝謝此行所給予的收穫。更期許臺灣的教育，能經一番共同的

認知與協調，為國家培育更具競爭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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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洪孟芬師／英文科 

 

  這幾天的參訪，從美廉、華僑和立化三所中學中觀察到許多和台灣不同面向的教育現

況。新加坡以菁英教育為主，因此這三所學校的目標都非常明確，短程方面就是讓學生具

備好上大學的能力，因此學校、教師與學生三方面都有共同的目標來努力。教師的課程設

計以考好 A Level 測驗為中心而設計。而學生了解自己讀中學的目標就是考上理想大學，

因此，課堂上可以觀察到三所學校學生都有強烈的學習動機，沒有課的時間，在校園裡處

處有學習氛圍，學生會自己自習或和教師進行補救教學。以上這些特點和台灣風情相當不

同。在今日人人都能上大學的社會中，台灣學生的讀書風氣略有差異，百齡學生身上也較

少看到這麼積極的企圖心。如何引導百齡學生為自己設定人生目標，並鼓勵塑造學生學習

的主動性，相信這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在三所學校裡，都是以大講堂搭配輔導課的方式來進行課程。學生在大講堂課程中能

提早適應未來大學的授課方式，輔導課則以小班制（不超過 25 人）方式來進行強化、深化

的學習。教育的長程目標為替國家培養人才，因此課程除了學術之外，融入課外活動，服

務學習及海外交流活動等。重要的是這些活動都有明確的融入課程並橫向的連接各科的學

習，最後才能確實落實，這些都是希望為國家培養未來的領導人才。也許在百齡實際的教

學現場中，我們也可以將選修課（如英文作文）以輔導課方式來分組教學，除了可以降低

班級人數，也是希望學生和教師間能有更多互動的時間。而百齡也有既定的社團活動課程

跟服務學習時數的要求，但目前評鑑方式略顯不足。在台灣，學生活動和班週會是屬於學

務處主導，若要和各科能緊密結合，相信這需要學務處跟教務處的共同規劃來改善。 

  與這三所高中教師交流中，也讓我感受到新加坡教師對自己專業的自信，他們的自信

來自教師對自己本身高中課程的準備充分及命題機制的精確與縝密。學校配課盡量不跨年

級，教師課堂也只要注於教學，沒有管理學生秩序的問題。在觀課時，可以看到新加坡的

數學及英文教學寫作課程，已經等同於台灣的一般大學的大一教學的內容，內容比台灣高

中內容更專精，因此教師更主動進行校內外的自我進修，新加坡政府也保障教師的研習權

去研習進而精進教學。課堂間，教師都會利用教學媒體協助教學流程的順暢，師生間也會

以問題提問方式來進行課程。校內有固定的時間和舒適的空間來進行交流，新加坡教師表

示他們在校內的交流中會毫不藏私地彼此分享，資深前輩樂於指導新進的教師，因此在這

三校教師臉上可以看到他們教學是快樂的。這種教學環境真的是令人羨慕。我想百齡的教

師專業發展也可以朝這種精緻化的方式來進行。更督促自己要多參與校內外的研習，多嘗

試各種教學法，和英文科同仁合作製作適合百齡學生的自編教材，課堂上也要多留給學生

思考和討論的空間。 

  出國參訪的目的在於走出百齡，對世界有更多的瞭解，從這次的交流中體會到教師和

學生一樣都該有機會去看看不一樣世界，也鼓勵各位同仁把握機會多觀摩各國各校的教育

制度方法，相信可以為教學工作激起更多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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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楊文莉師／英文科 

 

近年來，台灣的教育界掀起了一股改革的風潮，期望教師能夠以創新的教學培育學生

成為具備 21 世紀領導能力的人才，正因為這樣的期許，學校做了許多規劃，其中一項便是

與新加坡學校的交流參訪活動，很榮幸能夠有機會在校長的帶領之下與其他 13 位伙伴一起

赴新加坡取經。在此次參訪之前，我本身對於新加坡的認識非常粗淺，僅知道它是一個融

合了各種族群及多元文化的城市國家，國土面積雖不大，但在故總理李光耀先生的領導下

國民所得已高達 5 萬多美元，也因此對於新加坡的教育制度感到非常好奇，到底是什麼樣

的教育制度可以造就出如此高的國民所得？ 

美廉初級學院（Meridian Junior College）是我們此行所參訪的第一間學校，美廉初級

學院算是一所很新的學校，建校於 2003 年，但首屆畢業學生即在 2005 年的劍橋 A 水準

（GCE ‘A’ Level） 全國會考中表現亮眼，也因此至今已獲頒在教學、學生全方位發展和教

職員專業發展與福利方面的最佳治校獎，優異學校獎和新加坡素質學校等榮銜。在與美廉

初級學院的校長、主任和老師交流後，得知他們之所以能夠在短短幾年間即得到肯定是因

為所有教職員工不但非常了解學院的使命，也都能積極達成使命，當然這跟學院非常關注

教職員工的專業發展有很大的關係，對於新進教師，學院會安排資深教師加以指導，同時

也提倡資源分享，塑造一個推崇協作的工作文化，學院提供教師們共同備課的空間也佈置

的相當舒適，讓每一科的教師每星期可以輪流在內輕鬆的交流討論，在 2012 年底更集合了

各部門主任和高級教師組成「美廉學習指導小組」來探究一套以建構主義為主導，以學習

者為中心的教學法來教授課程，教職員們全力以赴的精神想必也感染了學生，因為在校園

間隨處可見學生在學校所提供的戶外或室內自習空間自動自發地讀書和討論功課。 

華僑中學 （Hwa Chong Institution）是我們此行所參訪的第二間學校，華僑中學顧名

思義一開始是為了東南亞的華僑子弟所創辦的，但現在已開放給各族群的優等生來就讀。

華僑中學不同於美廉初級學院之處在於它是一所直通車學校，也就是學生在參加了小學六

年級的離校考試後，若成績夠好的話就可以申請進入華僑中學從初中一年級念到四年級，

接著不需參加劍橋 O 水準（GCE ‘O’ Level） 全國會考就可以直升高中一年級，正因為學

生不需費心準備劍橋 O 水準全國會考，所以學校就可以設計六年一貫的綜合課程讓學生在

第一二年時發掘潛能，第三四年時培養興趣，第五六年時鞏固知識，達到因材施教的目

的，綜合課程的內容可說是包羅萬象，有美術、音樂、科研、語文、雙文化、人文學科、

企業與金融等等，除了上述課程外，華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學校內就有一間美術館可以

讓選修美術特選課程的學生展覽自己的作品；選修雙文化特選課程的同學也都必須到北京

的衛星學校上課半年以深入了解當地的文化；選修科研特選課程的同學不但可使用科研樓

內先進的設備，學校還規劃了各種科研計畫並每年邀請諾貝爾獎得主到校演講，在這樣的

條件之下，難怪華中可以為新加坡培養出無數的政界、企業界和科研領袖，而這也正符合

了華中的綜合課程所欲達成的終極目標。  

立化中學（River Valley High School）是我們此行所參訪的第三間學校，如同華僑中

學一樣，立化中學也是一間六年直通車學校，除了重視學生的學業成績外，也注重學生全

方位的發展，更與國內外的頂尖學府建立強有力的合作關係，每一個學生在初中二年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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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須選擇到台灣或大陸參訪，而參訪前各科教師也都會為學生建立一些先備知識。在參

訪立化中學期間，很榮幸有機會觀摩了一堂中六（即台灣高三）的英文寫作課，以下就所

觀察到的各個面向做一簡單報告，就授課方式而言，新加坡的中學大部分科目的授課方式

包含大講堂授課和小班分組教學兩種，惟獨英文科只有小班分組教學，一班大約 14-25

人，因人數少，學生可以有更多發表和討論的機會，老師也可以更仔細地評閲每位學生的

作業和試卷。就教科書而言，新加坡的所有科目都沒有共同的教科書，上課教材完全由老

師根據課程大綱自行準備，所以同一主題可能因老師自身的興趣和專長不一而不盡相同，

學生則於上課時自備筆記本做筆記。就學生程度而言，學生因為從小學開始就以英文修習

各種不同科目，所以到了中學時不但已累積了相當豐富的英文字彙量，也已具備了相當完

整的文法概念，程度已相當於台灣的大學英文系學生的程度，能夠以流利的英文在課堂上

侃侃而談，其所發表的意見也顯見平日涉獵極為廣泛。就教學內容而言，因為學生程度已

相當於台灣的大學英文系學生的程度，所以教學內容類似台灣的大學英文系寫作課程。就

教學目標而言，老師教學的最終極目標是為了幫助學生能夠在劍橋 A 水準（GCE ‘A’ 

Level） 全國會考中獲取高分，而劍橋 A 水準全國會考的內容涵蓋了各種領域的申論題，

因此老師教學的重點一方面在以英文加深加廣學生對於各種領域的知識，另一方面在培養

學生以英文進行邏輯思考、分析、判斷與整合創新的能力。立化中學另一個讓人欽羨的地

方就是老師之間的合作非常緊密，相處也非常融洽，參訪期間就目睹同科老師於午餐時間

共同訂購披薩，一邊享用一邊討論交流，學校每年不但會在教師節前徵詢大家的意見舉辦

各種不同主題的餐會，譬如前年的主題是帽子嘉年華，去年的主題是環遊世界，也會用小

組競賽的方式移地到校外辦理共同備課研習，譬如去年是到聖淘沙，讓大家能夠寓工作於

娛樂之中，以上種種活動無疑是造成老師之間的相處合作更順暢的關鍵因素，實在非常值

得我們借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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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江炳憲師／數學科 

 

此次國際教育參訪充實中帶有驚喜，或許第一次總是令人印象深刻，參訪行程第二天

晚上 7:30 於飯店會客室召開檢討會議，在校長引導之下，每個人都提供很多想法，使得各

組討論熱烈，並依序分享心得，結束時已經是晚上 10:00；第三天晚上檢討會議討論分享所

需時間與前一天同樣累人，第四天因有晚宴較晚回飯店，不用檢討會議，本以為可稍稍喘

息放輕鬆點，英明的校長卻宣布明天早餐時繳交心得資料，隔天，果然在校長以身作則精

神感昭下，老師們一邊歡喜享受早餐，一邊絞盡腦汁振筆疾書，繳交作業給各組組長，體

會食不知味真意，隨後辦理 Check Out 時間，各組討論彙整成具體內容，並且在登機前各

組分享心得報告，展現本校高度時間管理，同時感受到同仁的熱血與投入，若能善加利用

本次參訪成果，必能提升學校未來發展。各組的成果報告相當豐碩，個人心得盡可能不再

重述，因此僅就新加坡教育參訪細微末節之處，提出小小感想。 

(一) 學校願景 

    參訪三所學校的學校願景，美廉初級學院：心系祖國、放眼天下；華僑中學：為社群

謀福利的未來領袖人才；立化中學：為國家培育卓越領袖的世界頂尖學府。可以了解新加

坡每所學校對國家有絕對認同感，其教育目標、辦學理念及教學方法等，就是培育國家領

導的菁英人才。 

    台灣教育多年改革目的是想要學生快樂學習，減少壓力，廣設高中、大學，人人有高

中學歷，個個是大學生，然而齊頭式平等教育下，缺乏長遠計畫，畢業後卻無法與職場連

結，學非所用，如博士賣雞排，碩士回鄉從事有機農產，大學畢業生偏向服務業等等，耗

費教育資源。反觀新加坡會思考如何讓學生適性發展，培養學生就業應有能力，畢業後即

可銜接職場，發揮所長。 

    除此之外，教育單位易受民粹或意識形態而隨時改變政策，造成社會動盪及學校困

擾，值得慶幸是每個學校為求生存，校長會帶領著老師瞭解目前所面臨困境及運用相關資

源，共同努力為教育盡一份心力，因此學校發展自有特色，學校願景多元且富巧思，期能

培育學生帶著走能力；然而在升學主義的考試框架中，能力大都強調競賽或升學加分有

關，對於台灣島國應有國際觀人才之培育較無整體性方針與規劃，學校只能依據自己資源

自行發展所謂國際參訪，無法像新加坡注重國際領導人才培育，提供所有學校資源，要求

學校課程融入，學生接受系統化訓練，做中學及學中做方式，學生關注國際情勢及討論相

關議題，甚至有能力舉辦世界性國際論壇。此種國際領導人才培育是台灣教育目前亟須正

視的課題。     

(二) 服務學習 

    新加坡政府規定學生每學期 6 小時社區服務（一年有四學期），就如同台灣高中生公共

服務每學期 8 小時（強制性），國中生公共服務每學期 6 小時（列入會考成績），服務學習

可說是品格教育終極表現，服務他人中體會感恩與回饋的真義，自願心，歡喜心，凸顯生

命與生活的價值。在三所學校簡報中，同樣都介紹了社區服務的課程，立化中學為鼓勵學

生積極參與社區服務，每學期完成 20 小時者，可接受學校頒獎表揚，可見新加坡教育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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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此課程，學生必須提出完整服務學習計畫，送交班主任（台灣為導師）審核，並且自

行與社區中心負責人聯繫相關細節，社區中心義工也會義務到校做職前訓練講習，其服務

工作項目有教導小學生功課、與老人互動、擔任義工等。由此不難看出社區服務為領導能

力培育的一環。 

    然而台灣學校服務學習大多是服務自己學校，沒有任何計畫，也沒有專責社區機構合

作協助，甚至國中服務學習納入會考成績，家長比學生還緊張，主動幫孩子安排校外服務

機構，校內方面卻要求學校提供足夠時數協助學生必須完成，學生無法學習主動性、自願

性，如何感受生命與生活的價值，也無法學習領導能力。 

    本校透過教育部優質化經費，辦理領袖營活動，安排系列課程，希望社團重要幹部可

以學習領導相關能力，帶領社團永續發展，每個社團主動提出 4 小時服務計畫送交學務處

審核，同時期望學生將來在職場上有所成就，進而抱著感恩的心回饋社會。8 月上旬本人

與已經畢業學生餐敘，他們談及現在擔任主管職務，不是因為專業能力很強，而是充分運

用高中所學溝通與待人處事能力，展現積極學習態度與自信心。我想這才是帶著走的能

力，期勉他們行有能力時應回饋學校和社會。如何讓每位學生都能學習領導能力，不只是

重要幹部，且都能誠心誠意、歡欣喜悅實踐服務學習真諦，在潛移默化中提昇品格教育，

將是學校未來的期望與挑戰。 

    感謝有此參訪機會，看看別人國家（學校）教育，想想自己國家（學校）教育，改變

並提升個人教材及教法，期盼與全體老師攜手合作，讓百齡學子成為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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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唐書志師／數學科 

 

本次隨學校同仁參訪新加坡，心得簡述如下： 

1. 就教育格局言，驗證凡事有所成，必有其本，本立而道生。今年新加坡堂堂邁入建國

50 週年，對於世界局勢，總能整體布局，細部規劃，因此居安思危，常顯游刃有餘，

其命維新，方可與時俱進。而該國學校居於聯繫新舊世代與大我小我的關鍵樞紐，正

所謂具體而微且功不可沒；我等同仁實不宜妄自菲薄，自限格局，更應力圖奮進，開

展宏圖。 

2. 就辦學方法言，學校環境做為整體教育之表徵，無處不體現學校潛在與外顯課程；反

之學校環境亦能適時規範及引領師生基本方向，於濡染學子耳目之餘涵養其心志。此

次受訪學校校園多有精心設計，姑且不論能否照單全收，卻可以啟發我等深思現今國

內辦學亟欲形塑之校園面貌與意義成效。 

3. 就治學方法言，格物致知之理、修齊治平之用，理路一貫，卻久違於國內。新國學子

以格致之理務實求知，以修齊治平之念用於服務人群社稷，故多能見知識之用、知識

之美。即使亦有考試領導教學之現象，但不受限於考試分數，終以培養與掌握「探

索」、「思辨」、「批判」、「表達」等能力做為主張。究竟我等應如何融會學術課程與服

務課程，如何貫通考試升學之需與求學致知之需，應可參考新國做法細膩地務實規

劃。 

4. 就培育師資而言，即便教師工會的角色不鮮明，但國家與學校所營造之教師工作環境

卻顯得舒適與友善，對於在職教師專業發展之規劃與協助亦不遺餘力。而學校教師所

展現的積極進取心與幸福光榮感亦讓我等印象深刻。該如何提昇我們學校教師的專業

自覺與協同合作氛圍，建立專業化、高效能、有理想的教學環境，實應成為我們參訪

返國後刻不容緩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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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廖安淑師／化學科 

 

(一) 前言 

    二十世紀中期至後期，在政府有計畫的建設國家與改善人民生活環境的情況下，我們的

長輩們勤儉、努力、有智慧的經營著寶島這片土地，所以台灣雖小，但經濟成長快速、教育

普及，而成為競爭力強的亞洲四小龍之一。現在在這二十一世紀新興國家迅速崛起，同時之

間，我們的經濟能力與國際競爭力卻也一直接收到警訊。政府意識到支撐國家發展最重要的

資源是人才，而最直接的 “育人” 場所就是學校。或許如此，教改的口號不斷響起，而且以

現在進行式的態勢持續了好多年，我想連政府也在琢磨怎樣的方式最是符合國家與百姓的需

求。 

 

    為了讓學習力強的學子更能發揮潛能所以有拔尖，為了讓學習力低弱的學子有機會進化

所以有扶弱，為了讓每一所高中能以教育的本質走出自己的特色而要求各校有特色課程，為

了健全各校校本特色、增強教師設計課程、活化課程的能力而要求各高中設定校本精神且提

出領先計畫。看得出政府在用心，老師們也明顯感受到負擔增加了，雖然不免抱怨，但其實

我們也知道，教育學子是我們的責任，教師的責任不只是要教給學生考試要考的知識，更重

要的是要訓練學生學會擷取知識的能力和判斷、創思、表達的智慧。身為教師的我們，需要

進步，須要有一些改變。 

 

從簡單的數據來說，在二十世紀同為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在二十一世紀不但取代台灣

成為四小龍之首，甚至平均每個國民的生產毛額已是台灣兩倍以上。在台灣目前苦於稅收的

不足，政府大幅舉債而國債日深，健保的拖累國家財政，環保與經濟發展孰重的搖擺，甚至

為了保持 GDP 增長、 外銷訂單增長、失業率降低的沉重壓力而使政府左支右絀，是否從以

往均富逐漸轉為仇富的爭議，都撕裂國家內部的感情與團結力。  

 

反觀新加坡，不但繼續高速成長，甚至在稅收大幅度超過國家年度總預算之外，還可以

用發紅包的名義實際退稅，高效的施政成績之外，教育絕對扮演功不可沒的實際向下紮根角

色。身為教育工作者的我們，絕對有必要了解該國教育的優劣，甚至親身考察與體驗，才能

以他山之石反思改進之道，也令身為教育工作者的我們，得以更了解為何而戰、為誰而戰。 

 

(二) 對新加坡國家發展背景與方向的認識 

    同樣是以華人為主體的國家，在歷史上因為地理位置的特殊成為交通往來要道，甚至因

為貿易的興盛與走私，以致海盜聚集，也同樣受歐洲海洋霸權國家統治過，與經歷日本的殖

民統治與二戰波及，台灣和新加坡有非常多相似之處，卻也有很多的差異。 

    台灣早期以原住民為主，而西班牙與荷蘭人先後在台留下貿易的足跡，並未真正治理台

灣，也未留下大量遺民，直至南明鄭氏家族驅趕荷蘭人後，才真正設置比較具完整的政經體

系，以及防禦系統，因此西荷對台並未在文化上留下深刻的影響。相較英國對於新加坡，類

似英國對香港的情況，從教育、政府體制、區域發展，西方式教育與體制對新加坡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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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由於新加坡不像台灣自中日甲午戰爭後由日本統治達半世紀之久，僅於太平洋

戰爭時期受日本短暫統治，且日本也僅僅是將新加坡視為戰略地位之交通與資源掠奪之重要

地理位置，日本對新加坡文化影響並不深遠。 

    真正影響台灣與新加坡差異的是，新加坡很早就脫離馬來西亞的統治獨立建國，雖然強

調族群融合，但實際上卻是由華人為主體，並且強調國家的整體發展與生存，在言論自由上

加以管制，並以精英主義投入教育，且強迫華人以英文為主要國家語言，使人民在整體的競

爭力上超越同時期的中國與台灣。雖然資源稀少, 但新加坡政府可以集中資源，並且由於相

對性的集權統治，在政權與政策穩定與一致性發展下，逐漸領先當時同時期的所謂亞洲四小

龍。時至今日，已超過香港、韓國與台灣。  

    此外，由於政府對公務員體制以企業化經營，鼓勵並獎勵最優秀人才加入政府，甚至設

定高薪、高獎金與嚴格執行的績效考核制度，加上上述的整體政府施政方向的一致投入，使

得國家發展與稅收、人民的教育與收入皆能相互配合往上成長，開發速度與體制的完善，造

就經濟持續的高度成長。即使在經歷亞洲金融風暴或全球的金融海嘯，新加坡發展仍然以最

小的衝擊與最快的速度回復。  

    近年來，新加坡在工業發展遭遇瓶頸，產業發展思考轉型，新加坡快速轉往服務業的範

疇，例如：即使國家面積不大的情況下，發展觀光與精緻旅遊、興建 F1 賽道並首創夜間比

賽、興建賭場增加國家收入並帶動觀光與 GDP 持續的高成長，都是在整體發展上以高效率

以及高發展性投入，也使平均國民生產毛額 GDP 快速擠入全球前十大國家之林。 

 

(三) 對新加坡教育政策與升學制度的了解 

先以下表呈現我所理解的新加坡現今教育體制的大概現況： 

小
學
六
年 

 

（6
~

1
1

歲
） 

 

 

直通車中學 （初中四年+初級學院二年） （大約前 10%者）  

大
學 

（3
~

5

年
） 四年特別課程 （大約前 10%者） 

四年快捷課程 （大約前 10%~50%者） 

 初級學院

（二年制） 

大學先修中

心（三年制） 

 

四年普通學術課程       

 

 第
五
年
普
通
課

程 

工 藝 學 院

（三年制） 

四年普通技藝課程 

 技術學院 

（一~二

年） 

特別獨立學校 （發展學生特殊專長） （四年+二年） 

私立基金會學校 （課程自主，技藝傾向） （四年+二年） 

 

    在邁入二十一世紀時，新加坡政府明白提出以「思考型學校，學習型國家」作為各級

畢業 
會考 

分流 

劍橋普通  
文憑考試

 

分流 

劍橋高級  
文憑考試

 

 

劍橋 N 
水準考試

 

通過者方可
參加隔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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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共同的教育願景，從教育方針、教育資源的規劃與設置、教師技能的培訓，皆一貫以

此願景為中心同時發展。教育制度為雙軌制，分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系統，實施分流教育

和精英政策，目的是因材施教，國民義務教育年期共十年。現今新加坡學生在小學六年級

畢業前即須參加全國性的畢業會考（PSLE），以此考試成績作為第一次分流的依據。 

 

(四) 走進新加坡初級學院（中學）校園參觀後的感受與心得 

走入新加坡初級學院的校園參觀完後，簡單一句話講出我的感受，就是——羨慕。 

 

我們所參觀的學校有年輕的美廉初級學院 （西元 2003 年招收第一屆學生）、由華人募

款興校且已歷史悠久的華僑中學 （西元 1919 年正式成立，現今主要校園面積為 72 英畝，

為一所六年制的直通車學校）、第一所政府創立的華文中學且校地幾經遷移的立化中學 （創

辦於西元 1956 年，為一所六年制的直通車學校），整體校園看起來是很整齊清潔的，經詢問

方知校園的清掃是由專職的清掃公司負責，並非由學生分擔。花園綠地的部分可感受到有園

藝設計的美感，校園的布置注重氣質的涵養，巧合的是在三所學校校園中都有看到中國書法

字樣的精神標語或書法壁掛，顯現新加坡的教育系統雖然源自西方，但卻灌注了濃厚的東方

儒家精神。在戶外或較寬廣的走廊間、騎樓下隨處都有大型桌椅供學生自習、討論功課或與

師長請益，自然呈現出自主學習的氛圍。也因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視科學人才的培養，故所參

觀的三所學校都有獨立作為科學實驗的大樓，像美廉初級學院有科學實驗室、華僑中學有科

研樓、立化中學有科學中心。 

仔細思考，新加坡初級學院（中學）校園除了表面呈現的腹地大、功能性教室多、學生

自主空間廣之外，其實蘊含著 “準大學” 的豐富人文風貌，是在起於小學、承接大學教育之

前，讓學生在校園可以體悟 “學院” 的自主學習感覺，逐漸培養自我完整學習思考的能力，

更具前瞻與深入的思維，是用環境與情境，改變學習場域和氛圍。  

反觀台灣，其實從小學、國中到高中，校園並沒有一條明顯的界線或差異，除了教室黑

板與課桌椅高度變高一點、操場變大一點、學生佈置作品變成熟一點，其實很難在這之間薰

陶學生內在更需要的獨立思考的氣度，和因年齡增長所需獨自面對人生挑戰的勇氣。這對於

學生的學習來說，只是從一個學校到另外一個學校，感受不出自我的提升，只能從校名、學

校升學排名來感受到不同。 

我直白的說出這次參觀新加坡校園之後的感受，當然是以現在的狀況兩相比較帶來的感

嘆，但其實我們的政府也正努力積極擴充各高中的資源，所以才會以各式名目方式要求學校

提出計畫，我想應該也是希望大家仔細想想，我們想要怎麼做？我們可以怎麼做？所以我們

需要的是甚麼？   因此——期待。 

 

(五) 與新加坡初級學院（中學）教師對話後的省思與收穫 

    其實我個人一直在思考的是：以韓愈師說中提到的，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身

為國家教育體制下的師者，究竟在這三項範疇中，應扮演如何的比重分配與角色？道為何？

業為何？惑為何？畢竟升學主義仍然是最被廣為認定的一個價值與成效的指標。但捫心自問，

我們對於學生，其實不能僅只是教導學生學習課業並以考取高分為目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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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竟教育除了考試與升學之外，思考能力與人格教育的養成，價值體系與觀念的培養，

以及身為社會公民、國家國民與世界人的責任心，這些無法以數字衡量的內在表現與涵養，

其實應該共重於表面看得到的績效。學生們將來在離開學校後是否有學以致用，其實並不會

決定他的能力與貢獻，反而是在人格養成過程中所培育出來的價值觀與特質，對他是否能成

為一個具有學習力、領導力、溝通力、創新力的人才，影響深遠。培養學生學習真正一輩子

帶著走的能力，幫助他們擁有持續不斷學習與成長的能力，是能豐富他們人生的永續資源。 

    教育不應該只是教育機器中的一環，教育需要與時俱進，並隨著社會時代的腳步調整。

分數固然重要，考試成績可以決定學生升學的路線，可是科技進步神速、環境變遷莫測，這

些是學校教育無法涵蓋的。但價值觀、學習能力的縱深與培養，卻是一個可以穿越時空、禁

得起時代轉變的能力。 課業的學習與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成為一生受用且銘記在心

的價值，是身為師者的我們不可或忘的重要使命。我們也需要學習與進步，教學相長，讓教

育成為我們生命中永不退色的光榮。 

    在與新加坡老師的對談時，本來一直希望能了解新加坡老師之間社群運作的機制，結果

發現，對他們來說並沒有「社群」這樣的名詞，因為同科教師團隊為了共同設計課程、研發

教材、相互學習，彼此間的共同備課、分工合作、互相分享早就是習以為常的事。亦或是為

了品格教育、族群融合之類的非考試課程，學校也會在分工時分配一組教師作為設計課程與

教材的團體，然後分享給負責授課的老師。這應該是新加坡教育內涵中含有西方教育的精神

與特色，強調團隊合作是一個基本素養，這也呈現在教師的工作特性上。新加坡政府也鼓勵

中學老師進修，提升專業或教育知能，老師在外進修後，回到校內與同科老師分享也是一個

大家習慣的模式，這或許是新加坡教育政策裡，會在老師的課表中排定每週一個共同聚會的

固定時段作為基本時數要求，自然形成的模式之一，這對於團隊觀念與共同分享是一大助益。

而我本身在教育界二十載，同事之間是否也有團隊合作與分享呢？當然有，像是工作來了大

家分配一下、或茶餘閒聊時大家經驗交流與分享一下、或一些特別的主題或工作項目大家進

行討論與分工合作，在一般相處之間自然的進行著。不過相較於新加坡教師團隊之間如同企

業部門般共同規劃與完成整年度工作內容的合作強度，其實弱了些。 

 

(六) 進入新加坡初級學院（中學）教室觀課後的體認與感想 

    在三所學校參訪時，皆有幸進入教室觀課。在美廉初級學院觀課方式是短暫停留，所以

看了兩間教室。第一間教室是物理老師正在檢討拋物線運動的題目，採小組討論、學生上台

講解、老師在台下適時指導與做總結，全班上課氣氛活絡，感覺應是很習慣這樣的模式。第

二間則是進階數學課，正在檢討回家作業，看到投影片上秀出的題目，難度很高，老師以講

述法上課，且講課速度有些快。隔天在華僑中學，進入台灣所沒有的大講堂授課模式，一個

大教室中約有 450 位學生同時上課，一位老師在台上授課，另有三位數學老師在週邊巡視，

此節課是高一（等同於台灣的高二）數學，上的是檢討積分題目，經詢問同行數學老師，這

樣的數學程度在台灣大概是高中數學資優生才會接觸到，懷者期待的心情進入觀課，但發現

上課不到 30 分鐘，學生就顯浮動，雖然授課老師不時出聲提醒學生，但似乎作用不大。第

三天到了立化中學，看的是中四（等同於台灣高一）數學課，正在檢討題目，方式是學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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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解題或前後左右互相討論，抽學生上台輪流書寫，老師在台下指導或提問，整體看起來學

習狀況佳。 

    早知新加坡學生升學壓力比台灣更甚，升初中就先分流，再看到高中學生的數學題目，

真的是精英教育。也同時發現，幾乎每一位學生桌上都放著工程用計算機，經詢問方知新加

坡在學生中四時就開始訓練學生使用，所以高中生對工程計算機的操作幾乎都很熟悉。新加

坡政府一直以科技建國的理念在建設國家，就從中學教育開始落實，也無怪乎中學生的平均

數理能力在國際上名列前茅。 

     因為新加坡政府精英教育的政策，所以高中一個班級的學生人數，只有 20~25 人左右，

選修課時可能因某些學生未選，上課人數會更少，所以授課老師較可以有效掌握每一位學生

的學習狀況。也因分流教育，新加坡高中生每個人的課表不盡相同，但確定的是他們所修的

科目種類，明顯比台灣高中生少很多，所以學生可以更專精在他們要發展的科目上，不用被

太多科目分散他們的精力。我認為這樣的教育投資與政策，在幫助國家培育人才與發展上的

確是有效的。     

 

(七) 結語 

一個國家要富強首重教育，然後才能有經濟，進而有國防武力。位於南海進入麻六甲海

峽、再進入印度洋的交通要道，身處於東南亞諸國，並脫離這些國家的統治，獨立成為一個

城市型國家， 新加坡今日的成就得來不易。雖然李光耀先生與李顯龍先生以個人的強人政

治領導新加坡，但整體國家目標明確，國民共識也同樣支持了這個政權穩定與國家發展，而

教育成果也完全的體現了目前的執政結果。  

台灣有幸成為華人區最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國家，但在民主之路上卻也持續產生碰撞，

須令人深思。在國家認同與國族意識分歧的現狀中，加上大陸政權的政經體制高壓影響越來

越深遠，台灣的內耗與威脅正逐日加劇，使得原本的優勢與利基漸漸流失。以教育來說，雖

然經歷多次改革，然仍有國父孫中山先生臨終遺言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的歷史

包袱，左爭右吵成為制度形成期必經之路。最後是不是真的能理性找到最好的方式、明確的

教育目標嘉惠學子？因材施教不該只是身為教育工作者的我們的責任，應該在制度面和意識

型態上就先破除根本的盲點。雖然在這次的參訪中有不少收穫，但大環境與大方向及教育目

標的確立，仍有賴政府和全國人民共同努力。  

我能做的，或許除了認真思考近期在國內相當受到矚目的翻轉教育之外，在以後的教學

中，也可以加入這次參訪心得的元素，以及實際調整教學方式，融合中西方教育的優點，秉

持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感，期待在自己能使力的範圍內，帶給我的學生們有更內化的學習感受

與能力。也期待在我們的教師群中，能展現更強的團結合作的機制與氛圍，更樂於分享、樂

於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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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李亭誼師／地球科學科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於 2015 年，前往新加坡進行為期五日之課程發展教師專業社群

參訪。此行與美廉初級學院、華僑中學以及立化中學進行交流與討論。我們與新加坡這三所

學校的訪問交流，主要以四個面向為主軸：學校願景與校園文化、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教

師專業發展與社群運作、學生學習與校園營造。 

  新加坡這三所學校的共同點是其學校願景明確、目標清晰。基於國情不同與多元民族性

考量，參訪的三所學校辦學目標多以為國家培養未來的領袖為目標，使培養的學生能在具有

挑戰性的社會中，充分發揮其領導能力。然而，培養學生領導能力雖為其最高理想，學校辦

學在其能力養成的過程中，設定了不同階段性的次目標，即強調學生的全人教育與強化其對

未來人生目標設定的重要性，同時也重視學生為社會服務的責任。 

  在新加坡參訪的學校中，立化中學對於學校願景的規劃方式尤其令人驚豔。其每年舉辦

全校性的教師工作坊，帶領全校教師至不同的場所移地學習。這個工作坊屬參訪活動，非休

憩活動性質，故教師皆須參加且不可攜帶眷屬。在工作坊中，會例行有不同類型的演講增能

活動，且會在此次工作坊中與全校教師一同討論未來的一年對於學校願景、使命與價值觀的

想法，並達成共識。參訪後反思回饋到敝校的學校願景現況，在規劃學校願景時由校長帶領

並與學校行政團隊和各學科領域教師們共同討論，能凝聚共識並充分討論。然而在此次的參

訪中學習到，若是未來希望讓學校發展走向達到凝聚全校教師的共識，採取舉辦全校性的教

師工作坊是一個很好的方式。惟在重塑教師對於參與全校性的教師活動或會議的必要性上，

需要有逐步提升的策略，否則一味地採行新的方式恐衍生新的問題或負面效果，那美好的原

意就大打折扣了。 

  在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層面，透過這次新加坡參訪的確大開眼界，認識到一個不同的

教學文化。參訪後反思回饋到本校的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反覆思量後發現，這次參訪雖然

在觀察面向上有學校、教師與學生等不同向度的區分，但要反饋回台灣的高等中學作為提升

的參考，那必須是全面性共通的考量，而無法從各個向度作改變再統合起來。例如學校願景

若有新的規劃，如課程的改革要重視學生才能發展、領導能力與品格拓展等，那必須有優質

的教學與均衡教育課程。要有好的課程，必須有專業的開課師資，學校在教師專業發展上就

必須提供教師專業訓練和增能。在此次新加坡華僑中學的參訪中學習到，華僑中學有４％預

算投入教師專業發展，開設教師培訓中心由科長統籌開設課程或推薦課程讓教師進修，學校

贊助讓教師進修碩博士課程以及參與國內外研討會或研習，回國後需要分享或開設課程。然

而，教師若要進行專業增能，其實也需要有適度的教學時數調整。新加坡參訪華僑中學的經

驗是，由科主任安排一週有一個表訂時間（一小時左右），部門老師共同進行教材教法的共

同備課，算是將教師增能明確排定入教學時數中，對於教師的專業提升無非是種推動力也是

助力。且教師在教學上的精進和付出，也需要一個舞台展現。參考華僑中學的經驗是，每學

期獎勵有創新教材或教學法的教師，每年有教師專業成果發表會與獎勵，且網站上會統整公

開教師的創新教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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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專業發展的推展需要上述的配套策略並行。然而，這些是學校發展的軟體建設，當

然也需要硬體的校園營造一同配合才能創造更高的提升效果。教師專業發展的提升，需要安

靜且活用自如的空間設計。在參訪的幾所學校中，皆能看見教師辦公室的自主空間，且設置

教師共同討論備課的社群工作室。工作室內皆配備有單槍與投影設備，以及舒適開放的空間

規劃，讓教師能夠有個自主運用的課程設計環境。反思本校亦有社群討論室，惟在討論室的

數量以及空間的設計規劃皆有提升使用效能的空間，是校園營造中可以增進的部分。另外，

在教師與學生的使用空間有適切的分配。學生要找教師問問題，不能隨意自行進出教師辦公

室，而是要透過設置在辦公室外的電話分機先與教師聯繫，才能和老師一同在校園內其他的

學習空間作討論。所以校園內需要有許多能讓師生討論或學生自主學習的空間與設計，能讓

師生各自都擁有自主增能的空間，更能同時提升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上述這樣的設計，必

然也需要考量學校校園文化的差異，以及學生的學習習慣與風格不同等。 

  總結這次至新加坡進行校際交流的心得，透過認識不同的國情和學校文化，讓我們學得

在學校願景與校園文化、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教師專業發展與社群運作、學生學習與校園

營造四個層面的新觀念，盼能將這些經驗具體反饋帶回學校整體總營造，讓此次參訪活動發

揮最大的回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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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周亞貞師／公民科 

 

在 5 天新加坡的行程中，我們參觀了美廉初級學院、華僑中學、立化中學，同時與三

校教師進行了對話與交流，感受到新加坡的教育制度與課程設計明顯與台灣不同，同時，

學生的學習態度與課堂表現也讓在教育現場的我，感到莫大的震撼，以下分別就個人觀察

面向，做一統整與報告。 

 

(一) 國家主導教育發展 

新加坡為種族多元的國家，但該國為了凝聚不同族群之間的向力心，因此在教育政策

上不強調華人本位的立場，而採取族群融合的方式，同時非常強調國家意識，這一點讓我

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因為我們參觀的三所學校，都明確的指出其目標在為國家培養優秀的

領導人力。 

在教育制度與政策規劃上，主要是由國家來主導。當我們與新加坡的老師進行座談交

流時，老師們表示：雖然新加坡上課時幾乎不用課本，但老師們卻不會因此不受約束，因

為教育部會明確訂定課綱（syllabus），然後將課綱送給英國劍橋合作，並由英國來負責出

A-Level 的考試（相當於台灣入大學的考試），同時由英國來負責批改 A-Level 的考試。因

此教師們在授課內容上，會受到一定程度的約束和規範。 

不過，新加坡的學生分流可能就是值得檢討的地方，因為小學畢業前的離校考試

（Primary Student Leaving Examination，PSLE）成績，決定了學生可以進行何種中學就

讀，選修何種課程，對於一個小學生而言，似乎是太早。在我們參訪的三所學校中，華僑

中學、立化中學的學生 PSLE 成績都很好，美廉初級學院表示該校創校時，學生入學成績

並非頂尖，學校是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來鞭策老師與學生，才逐年提高學生的入學水準。

換言之，這次參訪的學校，都可說是新加坡的菁英中學。這種作法，似乎與台灣推行 12 年

國教的精神是背道而行的。 

 

(二) 教師分級制度與教師專業成長 

這次參訪後發現，新加坡在學校行政制度的設計上也明顯與台灣不同。在新加坡的校

園中，有許多專職的行政人員，負責學校許多例行性的工作，使得老師們只要專注在課程

安排與教學上。另外，老師們兼職行政的比例較少，老師的兼職多與教學相關，例如：班

主任、學生課外活動、學生海外交流活動等等。教師分級制度是一個值得取經的地方。新

加坡實施教師分級制度，教師的升級取決於教師的教學表現，而非年資。等級愈高的教師

不僅薪資較高，在教學與專業工作的分擔上，也扮演領頭羊的角色。透過教師分級制度，

新進教師或教學不力的教師可以由資深教師帶領，很快地融入學校，形成教師專業社群。 

我們在這幾天的參訪中，會與學校的部門主任進行會談，得到一個結論：新加坡的教

師們會成立專業的社群，這可能與新加坡的制度設計會很大的關係。每個星期，同科的老

師間會針對教材及教法進行交流，同時，部門主任也會帶領同科的老師們進行教材的設計

與規劃。甚至在出考題時，是由部門主任先擬定大的考試方向，然後交給 1-2 位老師出

題，出好的題目還要由另外的老師先試答，若學生作答時間有 3 小時，老師只是可以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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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老師若做超過 2 小時，則此份試卷必須修正。凡此種種的作法，不僅增加了老師之

間互動與交流的機會，同時對於教師專業實務的成長，更有莫大的助益，這是我們可以立

即仿效的。 

 

(三) 學生學習表現方面 

這幾天的參訪行程下來，最讓我覺得訝異的事，學生的行為表現。學生給我們的第一

印象就是乾淨整齊，學生衣著端裝，舉止大方。不論是美廉初級學院、華僑中學，或是立

化中學，都不曾看到學生在走廊上喧嘩，學生們也許會邊走邊聊，但不會出現追逐打鬧的

動作。在學校的走廊上，處處可以看到許多開放式的桌椅，提供學生們自習、飲食、睡

覺、討論、聊天的地方，我想這樣的空間規劃和校園氣氛的營造，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在課堂上，我們看到老師的上課方式與台灣有很大的不同。新加坡的課程分大講堂與

討論課，大講堂常常百人以上，甚至可能有四百人之多，主要是把需要講解的重要概念，

集中很多班一起上課；討論課人數很少，至多不會超過 20 個人，老師主要是針對學生討論

發表及寫作來進行。 

新加坡的老師多半都是把學習的任務交給學生，所以學生課前，早已讀完上課的教

材，到了課堂中，老師的任務多半只是引導學生討論與發表，學生對於課堂上的討論與發

表似乎習以為常，當我們入班觀察老師上課時，看到多數的學生都很積極的討論，極少有

同學分心在做其他事或是睡覺。 

在學生評量方面，新加坡的考試多考問答題，而非選擇題，因此這種方式在教學上也

比較會引導同學要思考，而不是記憶與背誦。另外，新加坡很重視學生的報告評量，許多

人文學科目都會要求學生要做分組做專題報告，而且要公開發表，以培養學生統整與批判

思考的能力。 

新加坡升學壓力很大，本以為學生應只專注在學業表現上，但事實不然，這次的參訪

讓我看到，每個學校固然對學業的把關嚴格，但對於學生的社團活動、服務學習、跨國交

流等各項，也都積極的發展與推動，同時投入許多的經費來支持。 

 

作為一個老師，我們的工作雖然是在教育學生，但其實我們有更重要的任務是一值不

斷的學習，這樣才能帶給學生更寬闊的視野。這次的參訪不只讓我看到新加坡與台灣在教

育上的不同，也讓我開始腦力激盪，如何在教學上有一些正向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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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葉瓊文師／地理科 

 

反觀新加坡課綱之有感 

    新加坡參訪前台灣便開始有反黑箱課綱之群體抗議，倒還是在程序上公平正義之訴

求；自新加坡參訪回臺不久，反黑箱課綱的聲浪愈來愈大，使得在教育現場的我不得不再

行思索，事出何因，並且回憶起參訪新加坡美廉初級學院歷史科王老師（Ms Wong Hsien 

Hui）與我們簡單說明新加坡高中階段的歷史課程。 

 

新加坡高中歷史學什麼? 

 

    基本上選修歷史的學生，主要內容有兩個方向，一為西元 1945~2000 年的國際歷史，

從廿世紀下半的國際關係觀點去評斷與比較現今各國歷史形成與變遷，期盼學生能批判與

了解廿世紀全世界發生事件的關係。其次，則為西元 1900~1997 年東南亞的經濟發展史，

除了新加坡本身的歷史之外，他們更強調新加坡與周邊東南亞國家經濟發展上所扮演的角

色，在此之時，更須了解與新加坡經貿往來密切之國家的國際貿易歷史，例如:中國與日

本。據王老師表示，明年（2016 年）施行的課綱，將要關心的歷史年份設定從西元 1997

迄今，以便讓學生了解近年各國國際情勢發展變動情形，而臺灣與南韓的經貿與高科技發

展引起世界關注，新課綱中亦將列入課程重點討論與了解的對象。 

    新加坡在世界上的政治、經濟與歷史定位十分明顯，其為多種族群組成的國家，任何

一個民族皆有其貢獻，皆有其重要性，新加坡的教育制度讓這個多元民族的重要性，將母

語學習落實在課程中，從語言著手不忘本，更不忘將多元族群所帶來的多元文化融入課程

與主題活動。 

    新加坡所處扼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關鍵地理位置，加上新加坡本身自然資源不足，國際

貿易重要性之高，造成新加坡經濟發展與世界各國，尤其是東南亞國家之關係密不可分，

因此，新加坡培育未來具有世界觀的人才，能夠繼續為國家經濟發展效勞。自歷史課綱所

規畫的歷史課程，便著重在了解與探討廿世紀國際發生的事件，及東南亞或東亞各國等經

貿發展史。 

    臺灣是否也能思考借新加坡之鏡，尋找一個不涉及政治立場或國族意識，又有利於國

家發展方向的歷史新走向呢? 

 

新加坡高中地理課怎麼進行? 

 

    身為地理科教師，很高興本次參訪新加坡立化中學安排地理科 Tutorial 的觀課，很顯

然選擇地理主修的學生不多，高一地理課約有 20 人選修，Tutorial 分成兩班，每班 10 人，

上課時老師將學生分三組，以便於學生分組討論。當天所進行的課程為 Hydrologic 

Processes, Hazards and Management 主題中的 River Floods，新加坡老師須依據課綱自編教

材，立化中學地理老師在河患的單元舉了中國長江流域作為例子來解釋災害的形成，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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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下游水患而建築三峽大壩，長江上游與下游得面臨的問題，並引導學生思考若發生水

患將導洪與減排帶來的效應，以及其他低開發與開發中國家（如孟加拉）的百年水患因應

方式等。 

    老師自編教材，可以自由選擇有代表性的例子來做引導，逐步讓學生從自編講義、設

計議題式學習單，讓學生討論並發表的過程，而各個環節均扣緊新加坡地理科課綱。至於

學生的學習，先是聽講主要概念的大講堂，發開放性問答之學習單，回去討論或回家寫，

到小課堂（tutoril）再與同組同學討論，並上白板撰寫簡要答案，最後在上台發表撰寫內

容，這一次又一次促使學生去思考、討論、摘要、發表，無形之中，學生已將課程內容不

斷的烙印在腦海中，此學習過程，並非完全背誦教材內容，而是自然而然的獲得理解與印

象。 

 

新加坡地理課教什麼? 

 

    在立化中學觀課時，並無留有許多時間與該課室地理老師進行對談，因此對於其地理

科備課與授課上的社群運作並無所獲，是有些小遺憾。看著我們的課綱爭議不斷，便想了

解星國的地理課綱之內容與臺灣微調課綱之差異，並就目前星國教育部設立的課綱進行初

探。 

    新加坡高中學生可以搭配自己需要的主修，H1 和 H2 的教學目標一致，惟時數與內容

之深廣度有所差異，H2 的修課時數較 H1 多一倍，內容亦較多。而 H3 則為更為深入研究

之專題課程，須有 H2 作為修業基礎，並為進入大學之先修課程。地理科 H1~H3 之課程內

容與時數如下表: 

 H1 H2 H3 

時

數 
112HR 224HR 112~168HR 

課

程

主

題 

✽1 個自然地理主題: 岩石

圈過程及其災害與管理。 

✽1 個人文地理主題: 全球

化經濟活動。 

✽第 3 個主題則可自行擇

一:水循環過程及其災害與

管理，或都市議題與挑

戰。 

✽3 個自然地理主題: 岩石

圈過程及其災害與管理，

大氣圈及其災害與管理，

以及水循環水文及其災害

與管理。 

✽3 個人文地理主題:全球

化經濟活動，人口議題與

挑戰，以及都市議題與挑

戰。 

H3 課程為 H2 課程之深入

研究。故學生必須先行研

修 H2 課程，並且必須對於

地理理論與研究有相當興

趣與基礎，方能申請 H3 課

程，進行深入研究探討。 

    依據上表顯示，星國地理科課程主題包含岩石圈、大氣圈及水文等自然地理主題中，

在臺灣的課程，在地表之下，及大氣圈之上的單元，屬地球科學之範疇，而地理科則著重

於地表上之地理現象之描述，亦即新加坡的課程裡並無地球科學課程，相關課程內容由地

理科教師授課。星國此舉之安排，事實上在自然地理課程上的銜接與專業術語使用上較為

一致性，學生可獲得較有系統性的學習與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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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星地理課綱課程目標比一比 

 

    筆者在此以 H2 完整的課綱規畫與臺灣 99 課綱微調地理科的主要目標、核心能力進行

比較。另因台灣高一地理課程為通論地理，高一上主要修習地理學定義、地理學三大傳

統、地理技能、地形、氣候、水文及自然景觀帶，高一下學期課程安排為農業、工業、服

務業、高科技產業、人口及都市發展等內容，故此比較年段以高一通論地理與星國 H2 的

學習範圍較相符。 

    首先比較兩方地理科的課程目標（如下表），雙方課程的目標皆為透過課程教學能讓學

生了解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現象之特徵，並能理解地表事件對自然及人文環境之相互影響

關係，讓學生習得地理技能，以便於適當時機應用地理技能，解決問題，並培養學生關懷

周遭、地方及全球環境之議題。 

    不過，臺灣地理科課綱較為強調以地理學的空間、生態與區域觀點來進行研究或分析

地理相關事件之理論基礎。甚至到高三應用地理選修課程，即希望學生運用地理學三大傳

統來探究地理議題。 

 

 新加坡地理科課綱 99 課綱微調 

Aims

課程

目標 

The syllabus aims to enable candidates to: 

1. Acquire knowledg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stribution of physical and human 

phenomena  

2. Develop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es 

affecting the physical and human 

environments 

3. Provid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dynamic 

and changing outcomes resulting from 

physical-human interactions  

4. Develop skills in acquiring, 

communicating, applying and evaluating 

geographical knowledge  

5. Develop an informed concern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future of 

the human habitat, and thereby, enhance 

candidate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are 

of the Earth and its people  

6. Develop awareness of contrasting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which people 

face in local, regional and global 

高一通論地理部分 

（一）增進學生了解人類活動和地理

環境間關係的能力： 

1.認知形塑地表景觀的自然營力系統與

人文系統。 

2.了解人類活動及地理環境之間相互依

存的關係。 

（二）培養學生了解地表重要現象空

間分布的地理意涵能力： 

1.地表重要現象的空間分布及其變遷。 

2.地表重要現象空間分布的地理意涵。 

（三）提升學生了解重要的地理學觀

點與方法，並適當應用於地理問題的

能力： 

1.地理學的空間、生態與區域觀點。 

2.地理學觀察、蒐集、整理及分析資料

的方法。 

3.實察、地理資訊系統與討論等技能。 

（四）幫助學生體會環境的多樣性及

複雜性，培養其欣賞及包容的態度： 

1.感受周遭環境的複雜性及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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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s  

7. Develop an appreciation of the dynamic 

nature of geography over time and space 

2.關切影響周遭景觀的人為活動。 

3.表達對地方環境或全球議題的關注。 

    

臺星地理課綱核心能力比一比 

 

    核心能力的比對（如下表），雙方課綱對於修習地理科目之後，亦不約而同的強調學生

應可發展具備觀察、蒐集資料、整理分類，製作圖表作為地理資訊，並運用地理所學觀

念、知識或理論去解釋、推論地理事件之相互關係，且能綜合分析其所產生的區域地理議

題。 

    然而，星國技能中更強調獨立規畫學習，且亦必須兼具組織、表達與溝通之能力。臺

灣方面，則明確希望能培養學生運用所學地理知識與技能，透過規畫地理實察之路線、項

目與方式，學習資料登錄，整理分析為圖表與報告，積極熱忱地參與規畫與討論過程，且

能有系統以圖表或論述表達意見。 

 新加坡地理科課綱 99 課綱微調 

skills 

核心

能力 

The syllabus intends that 

candidates develop the skills to: 

1. Identify and classify physical 

and human features of the 

environment  

2. Collect, observe, record and 

evaluat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from both primary and 

secondary sources 

3. Extract relevant information 

from geographical data 

（numerical, diagrammatic, 

pictorial and graphical forms）  

4. Interpret, recognise and 

analyse patterns in geographical 

data and deduce relationships  

5. Use and apply geographical 

concepts, terms, facts and 

theories learnt to new contexts 

and issues  

6. Synthesise and evaluate 

geographical data and 

knowledge  

高一通論地理部分 

（一）知道如何利用地圖或其他地理學工具與技術，以

蒐集、整理及分析各種地理資料，並能選擇恰當的方式

來表現、解釋地理現象的分布類型、成因及其變化。  

1.能以地理觀點提出問題。  

2.能利用各種不同的地理工具蒐集地理資料。  

3.能以各種不同的方法整理、組織、分析、解釋及評估

各項地理資料。  

4.能彙整各種地理資料撰寫報告，驗證或回答所提出的

地理問題。  

（二）知道自然系統與人文系統以形塑地表景觀的運作

情形，並能分析人類如何介入此自然或人文系統，以創

造獨特的文化景觀。 

1.能分辨地形、氣候、水文、土壤與生物所構築成的複

雜自然運作體系及其相互關係。  

2.能分辨人口、交通、產業與聚落所組成的人文特色及

其相互關係。  

3.能了解人類如何因應生活需求介入自然與人文運作系

統，並能分析其所產生的區域地理議題。  

（三）能積極參與課程相關活動，並有能力規劃戶外地

理實察內容。  

1.能有系統以圖表或論述表達意見，並積極熱忱地參與

各項議題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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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Undertake independent 

learning  

8. Organise, present and 

communicate information in a 

coherent manner 

2.能蒐集相關資料，妥適規劃野外實察項目、路徑與方

式。  

3.能進行野外實察，並能登錄實察所獲得的資料。  

4.能整理、分析及探討地理實察所獲得的各項資料，並

將結果以圖表、報告等型態呈現。 

     

臺星地理科考核方式比一比 

 

    而學生學習成效的考核最後須經過劍橋大學的 A-Level 考試，在地理科 H2 考核測驗

中，包含地理知識、概念或理論等的說明，運用觀念批判事實與提出建言，說明闡釋並評

估地理資訊（圖表照片等）。大致上，課綱抵定時，劍橋大學會有考題範例提供教師教學之

參考，歷年測驗下來也有許多考古題提供學生練習，題型皆為開放性問答，題目有基礎的

地理知識解釋，也有批判思考與提出建議解決方案的申論題，學生必須習得地理知識，廣

泛閱讀，整體了解地理概念或理論，始能完整答題。試卷最後均交回劍橋大學評分。 

    相較於臺灣的大考，以選擇題為主要題型，學生學習的過程，少有讓學生發表發言，

甚或是思考的機會，且衍生至此，學生慣於被動接受知識。許多的知識便「試」過即忘，

更遑論於適當的時機應用。因此，雖說臺灣地理課綱中提到地理實察的重要性，實察方法

的學習，學以致用的必要性，然實際教學現場，卻時時受限於進度與考試的內容與方式，

而無法落實。 

 

總結—自動成「群」的教師任務編組，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 

 

    本次參訪見識到新加坡教育之菁英，學生的服儀、禮貌與學習態度，早已穩定且定

型，自然學生在課堂上學習、課後的討論與複習均能展現自主學習，不需任課教師費心於

叮嚀學生品行，而學生的積極努力與競爭，更是促使教師不斷在專業上自我成長，教師自

幼的學習方式即為分組討論、合作與分享，教師之間的專業社群，早已渾然天成，一旦任

務來臨，教師會依據任務性質自動成「群」，個人認為，新加坡高中沒有教科書，老師之間

必須共同備課，自編教材，以求教材內容品質之一致性與適切性。然而，也有少數科目教

師人數較少的情形，老師還是得各自獨立完成授課教材。 

    此外，筆者從新加坡歷史課綱中發現，課綱的最後是 RECOMMENDED READING，

提供教師與學生有關國際歷史、東南亞 ASEAN 及東南亞各國政經發展與變遷等的參考書

籍，提供教師備課與學生學習之參考，而開放性論述的考核方式，促使老師與學生須不斷

蒐尋相關資料，已完成課堂作業練習，更為 A Level 測驗作充足而紮實的準備，這也難怪

新加坡立化中學圖書館館員說，新加坡學生到圖書館，總是直接往要撰寫報告所需的參考

書籍櫃位找資料，因此圖書館須適時的將文學小說、偵探小說等的書籍擺設至顯眼之處，

提醒學生課餘之時，也有其他閱讀書籍的選擇。 

    地理學科在星國與臺灣雙方的課綱理念相近，皆在培養學生應該了解系統地理學的基

本概念，從而發展一套人類珍貴的價值信念。並知道如何利用地理技能來分析解決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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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面臨的各項問題，進而主動關懷我們的自然與人文環境。雙方最大的差別在於授課方式

的不同，空間上，星國的小課室討論，人數控制在每班26人以下，雖然星國教師的教學方

式仍偏傳統講述，但教師較能顧及每位學生學習情形，與且給予時間討論，更開放學生批

判思考的機會。教材上，老師可以自編教材，不受限於居住所在地與課本舉例之生命經驗

的差距，並落實地理學習實地圖、圖表、照片等地理資訊為主的學習，在我們參觀立化中

學地理科教學，老師的教材與學習單，不斷以圖片為主要學習與分析的教材，學生必須自

圖片獲得資訊以說明闡述。在學習成效考核上，更是非背誦記憶之資料的填鴨，為了A 

Level考試中獲得佳績，在中學期間須不斷的練習組織、分析與批判的撰寫論文架構，如此

深耕的教學與學習方式，令人稱羨，筆者近來也不斷嘗試多給學生閱讀、小組討論與發表

的時間，師與生，生與生，互相激盪、互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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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王斐瑩師／音樂科 

 

  本人是百齡高中的音樂老師，此次參與課程教師發展專業社群赴新加坡參訪交流得到

許多心得，以下是我的淺見: 

(一) 學校願景 

   新加坡人民對於國家認同有強烈的情感，只要是對國家人民有利的事情，全體民眾無論

自身是否權益有受損，願意全力配合政府往正向力量前進！而且此島國具有強烈的國際

觀，不會畫地自限。 

   所以在參觀這三所學校的學校願景可窺端倪，如:美廉初級學院_心系祖國、放眼天下；

華僑中學_為社群謀福利的未來領袖人才；立化中學-為國家培育卓越領袖的世界頂尖學

府。 

   反觀國內，民眾只在乎公平與否？將所有國家發展矮化成齊頭式的平等，對於精英人才

的培養，變成民粹主義眼中的資源不平等分配，對領導人才培育並無過多著墨，僅止於學

術競賽的培養，忽略全人教育中帶領島國人民走向國際發展的視野與發展，並未加速與國

際接軌，還有因為學生只著重學術學習，對於國際情勢與議題未多加關注，在亞太青年高

峰會中難與他國對議題討論多加交流，缺乏自主領導與學習。 

  新加坡學校願景多由教師討論而成，像立化中學是利用兩天一夜的員工旅遊兼討論會，

從做中學討論腦力激盪而成。此行為合乎教改過程中，由下往上的寧靜改革，也符合本校

備課活動中的{世界咖啡桌}活動，藉由分組教師共同討論來決定未來方針，本校暑期備課

可以延續此優良活動，加以深入與活化。 

 

(二) 校園文化 

   因為學校是小型社會的縮影，在新加坡校園文化可以看到多元文化的融合。如小馬來周

或印度周等，藉由活動讓學生明瞭不同文化的差異。 

   這些活動計畫書多由學生自己策畫，然後呈上主任做批准與經費贊助，學生如何從無中

生有?基本上學長學弟制提供一種傳統與傳承，自主性的領導與學習是校園中一番特殊風

景。 

   反觀國內學生多為被動學習與活動承辦，像公共服務學習，台灣有些學生懶於行動，而

且不願花課餘時間進行，班導為了學生的服務時數（因為國中部與免試入學分數相關），必

須在校內各處室尋找午休工作讓學生盡量完成，相較於新加坡此行為有些無奈。 

   當然本校高中社團學生會自主辦理成果發表會，是較為自發性的行為，但遇到挫折或困

難時，常一昧的希望學務處可以出面處理與解決，比較無法單獨承擔活動的流程，因為本

國教育，學生較為被動與解決問題的能力較為不足，可以藉由課程的引導讓學生漸漸熟悉

步驟與方法（課程在後方會有說明）。 

 

(三) 社團活動多元 

   本身是藝文老師，對於社團的經營有較多的興趣，在參訪過程中有較多的觀察，接續校

園文化精神作以下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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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社團時間多為課後:如星期三、五下午 3-5 點，社團指導老師有分校內老師與教

外教練外聘，比較特殊的是依教師興趣作社團指導老師，而非傳統的教師任教科目的刻板

印象。像在美廉初級學院體育老師興趣是攝影社，也有專長，他可以指導此社團，那體育

性社團誰帶？由外聘教練擔任，且社團指導費皆由學校統一支出，學生不用另外單獨花

費。且會有固定的成果發表，如立化中學會有{藝術周}Arts Fest，每兩年舉行一次，活動當

週星期一下午停課，當週每天 3-5 點有相關活動在校園各處攤位進行，如:樂器教學體驗或

彩繪等。成發也會分動靜態，若是動態的在校外演藝廳表演家長可以共同參與；靜態在校

園作展示可以分常態性與活動性兩種，讓學生作品被看見，增加學生成就感。華僑中學也

有精選周，他是兩天未排課程，讓學生體育與全方位的探索。 

   台灣社團是排在課程表中，統一時間進行（本校為星期五 3-5 點），指導老師亦有校內

老師與教外教練並行。但較為不同的是：學校補助部分經費，或依評鑑給予獎金，但不足

部分由學生繳交社費或對外廣告企業募款而成。 

   我發現:為何本校高中部管樂社很難達到基本團員?關鍵在於外聘分部教練費，基於使

用者付費原則，由團員共同分擔指導費，在台灣社會氛圍中是合理的形式，但新加坡政府

認為:若孩子有潛能與興趣，國家負擔全國社團教育費用是合理的，如舞蹈社編舞與服裝也

是一大筆支出，新加坡政府會負擔，非學生自行吸收，我覺得這個觀念不錯。再者指導老

師也不用限於本校教師，如國中部合唱團與直笛隊，可以聘請外聘教練訓練，本校教師擔

任行政工作輔導:如點名、請公假等，讓學生可以得到充分的指導（在新加坡一家學校幾乎

只有一位音樂老師，非常的稀少，所以外聘是常態），立化中學說:30 多社團有 1/3 是藝術

社團；華中合唱團 2008 年也拿下世界合唱金牌，藝術術團在新加坡是十分蓬勃發展，怪不

得其濱海藝術中心節目十分多元，也有許多藝術欣賞人口，國際性表演很多。所以政府呀!

投資藝術社團是對於國家文化素養提升有潛移默化的效果，台灣沒有藝術人口，是因為在

台灣學藝術門檻太高（花費高），若在校內多補助社團指導費，會讓學生有更多人文素養，

新加坡老師交流說，其國家就業時選擇藝文工作人數較少（工業設計除外），還是經濟與理

工為工作主流，但欣賞藝術人口是有的，可以證明政府藝術教育經費運用的合宜。 

 

(四) 課程發展 

   新加坡 2006 年教改之後，口號為:教改 3 年一小改，6 年一大改，教師為了配合政府的

大方向，多以自編教材來施行，課堂上教師以 A4 紙張發下，學生用夾子收藏，為了與世

界接軌會有一些量身訂作的校本特色課程，如: 美廉初級學院_以簡短演講型式的{國際時

事快報}及海外浸濡計畫（1/3 高一學生的海外學習之旅）；華僑中學-雙文化課程（北京的

衛星校園學習半年）、潛能發展計畫（邀請海外學者與學生對談）、特選課程（包含科研、

語文、人文、企業等）；立化中學-{格物致知}學習法。 

  我最感興趣的是{格物致知}學習法。因為立化中學與百齡高中同屬於完全中學，在新

加坡稱為{直通車}課程學校，為了因應高一有一門教育部訂定的{專題研究}，在中二（國

二）先加以施行教學引導學生，配合中二在五月底的大活動{海外學習參訪}，首先由四位

教師（華文、歷史、科學、經濟）針對活動作課程相關設計與備課，從 1 月施行課程到 5

月初，讓學生充分明瞭當地的文化、經濟、科學等活動，讓學生用 Pauls view 學習法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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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 project 的設計與解決法；在中三時利用{高峰會}活動，提出一些議題讓學生試著辯

論、討論、與解決，培養 future problem solving 能力；到了中四選擇不同活動探索，呈現

報告；高一就可以完成自己的{專題研究}。藉由成長、活動、解決、批判來形塑學生研究

的能力。 

  本校高一有小論文的活動，但是採取學生自由報名參加與尋找指導老師，並在期末作

成果的發表與展示，與新加坡{專題研究}有異曲同工之妙。但藉由參訪我覺得可以做得更

精緻，先在國中部教專題研究，由老師帶著學生利用課程結合活動，如:國二{隔宿露營}在

國二上先設計課程:如:野炊（家政）、繩結（童軍）、隊旗（美術）、軍歌或口號（音樂）、科

學（生物觀察與物理現象）、數學（樣本估算）等，國三{畢業旅行}由學生自組策劃，如:

提出相關課程、寫計畫書、時間流程、行程安排等，再由老師提供建議修改協助招標等，

安排量身訂作的課程；等升上高一作小論文，由導師擔任每周行程的督導（含授課時數內

的小組討論），再由學有專精的老師加以內容指導，小論文內容會更加完整! 

 

(五) 教師教學 

  善用小組討論與發問技巧，培養學生思辨的能力，以建構主義為主導並以學習者為中

心的教學法，並設計學習的評量表，讓學生有所依據，華僑中學並以大講堂型式教授數

學，大講堂型式是為了與大學教育作接軌學習型式，也可以將共同備課的單元內容作完整

的體現，讓學生理解單元大概念，再搭配小組分組討論，解決學生個別疑惑，並加深師生

問答互動 Q and A。老師也善用心智圖方式授課，先用 Big idea 再用討論深化。 

  完整的評量系統也是特色，讓學生得知評量方向，並以全英文教學，讓學生與國際化

接軌。 

  我們可以多用小組討論教學，但為了不讓學生流於聊天與哈拉，要捉出每個單元的

Big idea，也就是用 UBD 模式以終為始的概念來設計課程，並將完善的評分標準公布，避

免家長認為老師偷懶讓學生聊天，來翻轉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風景。 

 

(六) 教師專業社群發展與備課 

   每週老師有共同備課時間，與台灣的領域時間有相同之處，因為自編教材共同備課包

含彼此觀課與大講堂進度制定，英文科會擬定學期的授課標題與評分標準，教材討論可以

系統化的品質掌控，這些部分跟本校 PLC 專業成長社群在運作的模式相類似。 

  值得一提的是教師分級制，不同等級的老師有不同的薪資，藉由分級讓教師汲汲於爭

取科主任一職，並有科主任的專業訓練。 

  美廉初級學院是安排有經驗教師指導新進教師，提倡資源分享；華僑中學每年花 4%之

經費在教師培訓課程，並在暑假提供老師修習碩博士學位，也會聘請國外大學教授來講

課，對於教師分級有:特聘教師、高級老師、。初級老師等分級；每年也會和南洋女中作聯

合發表論文，並常舉行分享會。 

  此外華僑中學有 IQ 計畫，歡迎老師隨時提出創新課程，並加以獎金獎勵，有點像本校

參加行動研究時，家長會會提供微薄獎金獎勵老師。 

  所以教師評鑑是有其必要性，在台灣推動仍綁手綁腳，甚至不能與考績與獎金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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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新加坡敢大膽提出高級老師或科主任，值得更多的薪資，這對老師而言也是一大誘

因，並不是老師愛錢，而是現今工作環境台灣教師總覺得多做多錯，既然多作沒有獎勵科

召總是輪著作而不是搶著做，行政職缺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讓工作環境日益惡化，可以

考慮施行教師分級獎勵制。 

 

(七) 小結 

  短短的五天參訪了新加坡三所頂尖的學府，從中學到了很多，也希望回來可以作一些

教學轉變，在高中音樂科我修改了一些原來課程地圖的單元，盡量讓課程與生活技能有更

多的連接，唯有做中學才能引發學生興趣與產生經驗回憶。 

  並積極的與他校老師作共同備課與交流（本身是音樂學科中心的種子老師）作橫向的

交流；也積極在本校藝文 PLC 中與國中部老師作交流，連接六年的校本與特色主軸，提供

學生一些表演的機會（無論動靜態）讓學生更有成就感被看見，培養活動主持設計的領導

人才。 

  臺北藝術中心將在本校旁邊營運，希望可以帶領學生走進藝術殿堂，多培養藝術欣賞

人口，誠如新加坡擁有許多國際級的展演中心，民眾願意進入欣賞藝術之美，這樣的薰陶

才是國民素養的提升與社會風氣的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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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劉安芸師／專案教師 

 

(一) 起──新加坡真如想像中那麼美好？ 

  初訪新加坡之前，已聽聞許多學校前往新加坡取經，對新加坡的印象停留在嚴謹的法

律、乾淨整潔的環境、李光耀、「小孩不笨」電影中感受的龐大升學壓力、新加坡式英文

等，因此在參訪前先對於新加坡教育抱持存疑的心情，畢竟臺灣的教育改革的過程中，一

直在追求的即為人人平等，不該放棄每一位學生，那追求菁英教育的新加坡，又有什麼是

值得借鏡，值得讓臺灣取經學習呢？ 

  

(二) 探──原來新加坡的學校是這樣！ 

    本次 5 天參訪行程中，共計參訪三所學校，依序是美廉初級學院、華僑中學及立化中

學，在學校學制上，美廉初級學院為一所創校 10 多年的年輕學校，僅招收高一、高二的學

生，而華僑中學與立化中學則為建校皆為有一段歷史的六年直通車學校，並在新加坡是著

名的明星學校。以下則就參訪的三所學校進行總結討論： 

1. 學校願景、使命及目標明確落實，深植全校同仁心中 

    從各校的介紹及校園參觀中，完全感受其願景、使命及目標扎實的落實於校園環境、

課程設計、教師教學中，可想而知其必然在訂定目標時，一定是皆有相當高的共識度，使

其在推行過程中能如此順暢並扎實。 

2. 校園文化營造溫馨而多元 

  三所學校的校園營造創造許多溫馨且多元的情境，如為學生設計許多屬於他們的自學

空間，校園各角落也設置許多自學桌椅，甚至將學生的作品不吝嗇地裝飾起來，給予學生

另一個展現的舞台，更創造溫馨讓人待下去的校園氛圍。 

    另外因新加坡政府講究延攬優秀的人才，不在乎其種族、國家，因此新加坡的社會充

滿不同的族群（馬來西亞、印度、華人等），新加坡多元種族的實際現況也反應在學校的校

園營造之中，在校園環境中，均可看見學校將多元的風貌設計其中，像是在華僑中學所辦

理的印度系列週活動，班級內也有不同比例種族的學生，儼然學校即是一個「小社會」，除

了學習之外，更讓學生能有進入社會的準備。 

3. 教師「專業」內化，教師也在不斷學習成長 

    本次參訪的目標也是希望能探討新加坡教師專業成長這一塊，但五天的參訪活動，卻

發現對於新加坡老師而言，沒有「教師專業發展」這個招牌壓著他們往前走，教師的專業

可說是他們身為教師必須的、應當的，可謂是教師的職志。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體認呢？首先就教師外在的表現說起，看到的三間學校的所有老

師，男生必然是穿襯衫、西裝褲，女生則大部分是穿小洋裝，少數則穿俐落的褲裝，完全

沒有看到有人是著短褲、穿涼鞋，光是從外表的整潔，就足以表現教師專業的一面，更是

以身教淺移默化教導學生。 

  另外，教師成長的原動力除了來自教師自身的需求外，也跟新加坡政府針對課綱有所

謂的「三年一小改，六年一大改」，其目的即是為了跟著全球各國的變化，也因為如此，教

師的教學、知識不能一成不變，否則可能只能等著被淘汰，所以教師的學習也必須不斷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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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步伐，除了教師自主學習外，其實新加坡政府跟學校端皆給予相當的支持程度，像是新

加坡政府給予教師一年 110 小時的研習「權利」，學校對於教師出外研習也給予經費的補

助、協助課務的安排，甚至還有研習後可展現的舞台空間，而這些都讓教師專業不被受到

質疑，是肯定的。 

4. 學生學習自律自主，讓學習不單只是學習 

  由於本次參訪的學校幾乎都是新加坡頂尖的學校，原本不禁會去思考，是否這些孩子

就只會死讀書呢？但似乎跟想像中的不一樣！首先新加坡給予學生的學習環境，其實已經

類似於大學的學習環境，不僅幾乎都是個人化的課表，也可以選擇有興趣的選修課程、社

團研修，在校園中，也不時看到學生沒課的時候，皆會利用校園的學習角落看書、討論，

甚或是找老師出來討論問題，顯見其學生皆是非常主動學習，善用時間；而另外學校也建

造許多美術館（或藝術館），或者設計國外遊學課程，辦理大型活動、展覽等，幾乎都是學

生的作品，或是學生辦理的活動，而每樣的成果都讓人嘖嘖稱奇，原來這些孩子不只是唸

書學習，他們也在學習之外，找到屬於自己的樂趣，創造另外一片天地。 

 

(三) 省──那我們可以怎麼做？ 

  的確在新加坡的學校，我們看到有別於臺灣的風貌，校園廣大、設計溫馨多元、教師

專業、學生自主，再再都是我們所值得學習之處。但如果回頭來探究的話，其實會發現後

面最大的原動力是來自於政府對教育的重視及學校的自主權力相當大，政府對於教育的重

視從經費的挹注即可見一斑，政府也對於教育進行控管，像是培育教師的數量，教師品質

的要求，人才的需求等，都可感受到在新加坡不管是念書或工作應該是充滿競爭力及壓

力，僅因政府看重的是專業。 

  而當然政府也給予學校極大的自主權力，像是校長可彈性運用經費，將學校打造成符

合其願景的環境，學校可彈性運用人力，找尋符合自己需求的教師，甚或是代課老師，也

都是從政府所公告的人才資料庫中選擇，然後進行面試，找到自己所屬的人才，不滿意的

話即可直接請他離開，都顯示其實教書並不是永久有保障的一個職業。 

  因此在回頭來看看臺灣，似乎我們已經經歷過那段教育改革最動盪的時期，我們已經

走上十二年國教的路，已經師資培育開放到供過於求，政府也不斷的替換，教育似乎也不

是最為重視的一塊，簡言之，總覺得教育一直走得戰戰兢兢，無怪乎看似平靜私底下卻暗

潮洶湧，但是我們還能怎麼做？面對教育，最直接的除了家庭教育之外，再來的確就是長

時間的學校教育，如果可以，或許期待先從改變教育的本質，教師的心態，教育不該是空

喊，而是真的實踐、落實，教師不該是永久的職業，而是需要一再的學習、精進，從教師

身教影響學生，並給予教育一個更穩定、強大的後盾，能夠支持有熱忱的教師有走下去的

力量，而這將會是一條漫長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