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祿意盎然的四月天，臺灣孩子的心情卻灰濛濛。然而，夏日炎炎的六月

天，臺灣國三孩子的最後一個月的生活卻得在內心空虛混亂下，強挺起腰桿、

以穿主盔甲戰衣的方式，挑燈夜讀、和分數搏門與無奈為舞!就只為了基本學力

測驗(以下簡稱基測)!這是國三畢業生最後一個月的生活!

前建國中學吳武雄校長指出「以前是勤能補拙，但現在是挑燈夜戰也沒有

辦法。」因為基測比聯考更變相競爭、銷蛛必較。也知教育部中教司蘇德祥司

長的解釋 r全國統一的基測，用同一把尺去量數十萬學生，當然系統祖的每

個人變得對成績更敏感。 J (李雪莉， 2008)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周祝瑛教

授在她自己的孩子經歷基測後談到 r在此呼籲教育部，檢討教改必須整體考

量與評估類似國中基測這樣的制度，不應再讓成長中的青少年，長期處於基測

的緊張備戰狀態!讓園續在升學制度下的非正常教育，能夠回歸到正常的教育

軌道上。 J (周祝瑛， 2008) 。所以， 90年基本學力測驗開辦以來，每年國中

校園在第一次基測後到畢業典禮這段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國三學生的校園氣氛

是詭譎的，教室的亂象無法用全校統一進度、教材、考試、作息等成權式的集

體管理下處理。這是教育體制帶來的問題，值借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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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筆者授課學校選出參加兩次基測的畢業生共31位同學作開放式的問

卷進行調查，調查時間為2008年6月 17日。並以一個畢業班導師的身分，訪談

3位國三教師，唔談時間為2008年6月 8 日至2008年6月 30日。針對學生條列式

的說明第一次基測到第二次基測這段日子，他們的感受與意見及他們對教育單

位選擇兩次基測的時間的看法與老師教育現場的觀察，加以分析後，提出個人

的淺見。期待筆者這段時間對課程安排的看法能提供學校、教師及教育當局一

些反思，並能為畢業生的最後國中生涯劃下美麗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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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生譜出一段新曲←談國三畢業生在校的最後一個月的生活

壹、第一次基測後學生的心態

綜合整理31位學生對基測前後情緒反應、課堂情況、分班授課、對學校行政安

排課程內容的想法以及兩次基測的問題敘述如下:

J 、學生情緒浮動

學生的心情大都志志不安、七上八下、{故事無法專心;不想再看考試的書，心

裡很浮躁;想玩又想再準備第二次基測，心裡充滿兩難;日子一天天的過、衝勁一

天天減少;後悔當初沒好好用功讀書、沒有認真準備考試;徬徨到底要不要考第二

次基測，意志不堅定、無法下定決心努力準備第二次;擔心考第二次的成績比第一

次差。

幾家歡樂幾家愁的情景在校園隨處可見。位於金字塔頂端成績好的學生畢竟是

少數，大部分的學生就像洩了氣的汽球，帶著幾分失落與煩亂，情緒再糟都得到校

上課。自信心嚴重的被打擊，這是教改帶來刻薄的分數競爭慘景。導師幾乎得不斷

地替孩子打氣，以安撫跌落谷底的心靈。

二、講堂備就混亂

浮動、司1想看書的心情，反應在課堂上。只有兩、三個人認真準備第二次基

測，大部分的人看小說、畫漫畫、寫畢業留言，發呆或睡覺，每天都有幾位同學請

假，還有一些學生根本不想再考試，迫於無奈被家長逼著到校再衝刺。教室有時很

吵雜、很浮躁，有時很安靜，端看那一節課的任課老師如何進行教室管理。

筆者認為因為留在學校上課，只能安靜自修或找老師提問。同學看到很多人睡

覺的睡覺、發呆的發呆，要他們靜下心來認真看書準備第二次考試，沒有堅定的信

念是很難辦到的，所以請假回家的人陸續出現。曾有一天一個班級高達11位同學請

假未到校。這個現象到底反映什麼?

三、分班做法的兩難

許多學生希望考後能儘快將參不參與第二次基測的同學分班 (Ql~QI4) 1 0 

理由是為了可以讓要準備第二次基測的學生有同舟共濟之感，許一個一起衝刺又能

專心的環境，自習、一起練習題本、重點複習，或給予更多的討論時間;也能給決

定不參加第二次的同學，除了自習以外、更多的自由的空間。不贊成分班的同學也

1 代表學生問卷的編號 .Q代表問卷，數目代表編號，以下同此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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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 (Q15~Q24) ，因為畢業在即，他們最想爭取多一點的相處時光。分班後，

擔心傷害了考得不理想的同學，影響同學的學習動機。

筆者認為學生受到第一次基測的挫折，想要採取分班的手段，似乎是強行將每

個班級撕裂開來，對學生而言，那是再一次的傷痛!因為成績隔離了學生，也隔離

了彼此的感情，更喪失了原有的歸屬感。

閩、建議學跨提供多元化的課程

已經決定不參與第二次基測的同學希望學校能讓他們自由活動、看書、聽音

樂、多幾堂體育課或童軍課 (Ql 、 Q5 、 Q16 、 Q17 、 Q鈞、 Q30) ，只要在不影

響參與第二次基測的同學之下，給予彈性自主的空間。可是，大多數同學竟然希望

學校開設多元的課程，讓他們可以學些有趣的東西，類似社團、銜接課程或利用輔

導活動課開設愛情學分，學習兩性關係的課程，甚至希望開一些對未來有幫助的語

言會話課程，增加競爭力，使他們不致無聊、談天、睡覺過一天、日復一日直到畢

業。

筆者觀察學生不分愚劣、骨子裡都有一顆進取的心，每天到校，若只是自修、

發呆、聊天、等吃午飯，日子久了，任誰都會受不了，更何況是青春期的國中生!

只要課程有趣，相信可以帶來朝氣、改變學校凝重的氣氛。

五、學生希望保留兩次學測

儘管準備考試是件難熬的差事，有高達七成，共二十二位的學生(如Q6 、

Q lO、 Q19等) ，仍然希望保留兩次基測的機會。而且高達八成，共二十五位學生

(如Q12 、 Q鈞、 Q30等) ，希望基測能在畢業前考完。原因是還沒畢業以前，在

學校上課，老師會嚴格的督促、解惑;還有同學可以相互討論、互相打氣，心情比

較不會鬆懈下來。而且一畢業，就可以真正放鬆開始玩樂了!然而，希望像過去聯

考時代只考一次的同學，除了認為準備考試實在太辛苦之外，還有人認為因為只有

一次大考的機會就會拼命全力準備，不會暗自盤算 r 反正考不好，還有第二次機

會。 J (Q20) 

筆者卻認為臺灣孩子求取功名的心態、家長給孩子的壓力和校方希望榜單更漂

亮，才是大多數孩子真正考慮參加第二次基測的背後原因。試想，有多少學生真正

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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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生譜出一段新曲一談國三畢業生在校的最後一個月的生活

貳、前線教師教育現場的觀察與看法

走入慘不忍睹的教育現場，筆者以身為最前線的畢業班導師訪談了兩位國三

的導師和一位任課老師，共四位畢業班教師。整理分析訪談資料後，發現這段時間

的教育現場，對老師而言是難以用言語表達。以下就針對教室的浮躁情形、學校行

政因應第二次基測的做法、教師的班級管理、教師對於考慮不參加第二次基測的學

生安排、希望為學生設計多元的課程、對行政單位的建言及兩次基測的時程表的看

法，分述如下:

一、教室現場的浮躁

以「第一次基測後一直到畢業這段期間，您的導師班級干口任課班級的學生

情緒反應及教室現況如何? J 此一問題悟談教師，教師的回答為﹒

Tl 有些學生只想放空自己不去理會自己考得如何，大部分的學生不滿

意自己的成績，難過哭泣。我不斷的精神喊話，期望激發他們再考的決

心;也運用策略，藉著大多數想考第二次的同學的力量，去鼓勵或約束無

心努力的同學。

T2 :等待成績，無法靜下心來。少數學生內心不安，想請假回家。針對

失常的學生，我一一的談，希望他們下決心參與第二次考試，爭取更好的

學校。

T3 :學生的心情太浮躁。考完後一週'本來想給他們輕鬆一下，但是教

室很亂，較多的時間用在與心浮氣躁的學生溝通與家長的詢問 O 還有幫學

生建立自信心，避免學生亂了腳步，唸不下書。

「一間教室多樣情」是第一次基測後教室現場最好的寫照。剛考完第一次，

因為成績單要兩個禮拜才會出來，有的學生積極拿著報紙對答案、有的學生一點動

機也沒有，只想放鬆自己，有的學生因為不滿意自己的成績而難過、哭泣，還有一

些考慮參加第二次基測的同學的心靜不下來，因為不知道自己第一次的成績是否可

以如願申請到理想的學校，等待成績單的日子度日如年;縱使已經決定參加第二次

基測的同學也茫茫然、不知所措。因為講義和考卷，該寫的都寫了、該看的書也都

看完了;有的同學看到好友，可以看課外書、發呆，原本想準備應考的心，也沒有

動力了。生活缺乏目標、不安、躁動、開始相繼遲到、請假(有的請假去補高中課

程;有的因為教室太吵，請假在家讀書;或者甚至請假去補習班參與衝刺班的課

程。)、學習停滯等是這段日子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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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看到受訪老師幾乎都像個心理輔導老師不斷的對學生精神喊話( Tl 、

T2 、 T3) 2 ，鼓勵孩子互相鞭策、懂得自制，真難為了孩子和教育現場的老師們。

因為制度，使得他們得這樣度過 老師當起超級梅母、大部分的學生內心無奈又

掙扎。

二、各自是奇跡的學校行政

以「對於學校的做法一限制分數的門檻，開放冷氣教室給PR96分以上

的同學優先選擇讀書環境，其餘學生就只能待在原班自習，您有什麼看

法此一問題陪談教師，教師的回答為:

Tl 不完全贊同。提供更適切的學習環境給每個學生，而不止為了想考

第二次的同學。也就是說學校不能只考慮到考上第一志願的人數，更該為

不考的學生想一想安置方法。

T2 :贊成抽離集中自修。不贊同一味地按成績高低來處理。因為有些學

生只是失常，並不代表沒有考上第一志願的實力。

T3 贊成分班，不贊成分數依門檻分類，會讓考不好的學生感覺不舒服 O

一個學校，兩個世界。筆者所在的學校，中規中矩，按照上級指示一不分

班、集中授課。不管學生參不參與第二次基測，一律統一全班從早自修到晚;但是

等到第一次成績出籠時，為了爭取更多的第一志願的學生，將PR值高達九十六分

以上的同學抽離原班，集中起來，給予冷氣開放的優握教室自習。可是訪談中，老

師們幾乎一致反對為了學校的升學率，按成績來挑選學生去冷氣教室看書。

然而，我們也看到行政處理較富彈性的學校，考完第一次基測後，為了要給想

參加第二次的同學安靜的讀書環境，立即採取分班的措施，將要參加第二次與決定

不考第二次基測的學生分班自習。試問已有目標或成績只能讀技職學校的學生這一

個月在教室做甚麼?學校給予甚麼安排?這是我們一直忽視的問題。

三、依照參加基測次數分班

以「您贊不贊成這段期間，按照參不參與第二次基測來分班授課或自習?

你目前的班級如何處理此一問題梧談教師，教師的回答為:

Tl 不贊同分班，對於想考或不考的同學，都得於十多天內適應新的班

級，不見得會更好。況且，對於即將畢業的學生而言，同學和老師之間的

情誼也很重要。我的班級按門字型將要考第二次的同學置中。

2 T代表教師的身分，數目代表編號，以下同此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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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生譜出一段新曲一談國三畢業生在校的最後一個月的生活

T2 :不贊成。因為學生的成分更複雜，會引發班級之間的問題 O 任課老

師也不易掌控上課情形，不論上課或自習維持原班即可。顧及管理的問

題，我將想考試的學生集中在前方中間位置，兩邊安排已經篤定上第一志

願的同學，以協助要考試的同學 O

T3 就現實面，學校建立需有升學率或特色才能吸引學生就請，所以按

分數稍微分班或集中自習是不錯的做法。

訪談中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位老師 (T3 )和筆者贊成按照參不參加第二次基

測來分班，原因是希望給決定考第二次的學生營造一個全力衝刺的讀書氣氛、給不

參加第二次的學生多一點時間，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另外兩位老師並不贊成分

班，一方面擔心任課老師對分班後的學生不熟悉、教室管理容易產生問題;另一方

面不希望有標籤作用產生，希冀原班學生珍情最後在一起的時光一直到畢業。然

而，大家一致的作法是在教室座位的安排做了區隔，讓要參加第二次基測的學生坐

在一區，不參加的人坐男一區。所以，才讓人經過教室時，有一間教室多樣的情

景 一有人睡覺、有人努力奮鬥或有人甚至玩起撲克牌來。

受訪老師各有看法。但是，我們會發現在目前體制無法改變之下，老師們一樣

想盡力地為學生佈置一個良好的讀書環境。

四、設計多元化的課程艙學生

以 I ~如果您是學校行政單位，對於下定決心不考第二次基測的同學，您會

如何處理? J 此一問題暗談教師，教師的回答為.

T1除了提供好的讀書環境給要準備考試的學生，更要花心思規畫1 各式

活動給那些不考第二次的人。建議下午有社團還修時間或安排志工服務、

參訪各級學校機關或行業，亦可提供各式比賽，如下棋、球類運動等 O

T2 :只有一個月的時間，要求在教室看課外讀物，充實度過!

T3 給于職業試探、專題分享、上銜接課程，都可考量。

有兩位老師 (Tl 、 T3) .包含筆者都希望學校當局可花更多的心思規劃各式

各樣的活動，給考慮不考第二次的學生。建議安排更多的社團選修課程、志工服

務、各級學校的參訪或舉辦各式比賽。對已經確定可進入理想的高中的學生，可以

給予國中加深加廣的教材，以協助他們銜接高中課程。男一位老師則希望只要維持

原班上課，同意那些學生看課外書籍，可免去辦活動學生進進出出教室，影響要考

第二次基測的同學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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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發現教育現場的老師及學生都處在兩難當中，雖然認為得營造安靜的

環境給決定參與二次基測的同學，有些人卻又不想分班，只好用學生的座位來做區

隔。然而，這樣的處理真的適合學生嗎?筆者認為學校應該「看重每個學生 J 提

供更適當的學習環境，而不只是為了參加「考試」的學生準備。

五、希望學校應為所有的學生著聽並傾聽基層教師的聲音

以「您有沒有什麼話要對學校說? J 此一問題唔談教師，教師的回答為:

τ 教育不是只要求學生安靜、念好書、考出好成績 1 教育的價值也不

是指針對少部分成績好的學生，更需要照顧後段的學生 1 若學校擔心辦活

動唯恐影響要參加第二次的同學，那是否該反思，教育不只給學生玩樂的

心態，而是該教育他們多元發展與懂得選擇自己的性向，是否更該加強學

生的自我認識。

T2 :希望學校在考完第一遇，集中前面失常的學生，時常給于精神喊

話，讓他們把握第二次基測，進入理想的學校。

T3 :請給第一線的教師更多的肯定 1 請不要再用升學率來評量老師的好

壞!教育制度的完善與直達，一定比好大喜功重要 O 創意、時勢、要有競

爭力，別讓孩子一直在被保護的環境中成長，那樣只會更脆弱，該給第一

線的教師，更多的肯定。

筆者更希望，所謂「明星學校 J 能帶頭做好「照顧每一個學生 J 為後段

的學生做點事!讓大家起而仿效，而不要淪為李雪莉 (2008) 所言 r 學校原本是

落實教育價值的靈魂工程師，原本豐厚的角色被異化;培育學生適性發展任務的學

校，為數不少自我矮化為升學補習班。」

式、建議教育當局兩次基測應在暑假前考完

以「針對兩次基測的時程表，您有沒有什麼看法?要給教育當局什麼建

議? J 此一問題悟談教師，教師的回答為

Tl贊成兩次。但是希望在六月前考完，用六月處理相關升學事宜，畢

業前完成所有事務，讓大家真正放暑假 1

T2 給兩次機會!是給失常的孩子再一次的機會翻身 O 希望兩次的時間

能在畢業以前，縮短準備的時間，讓我于免受折磨。

T3 :教育改革是美意，但是決策者若站在第一線教學，便知成效如何=

以往的一試定案，在現今仍得到大家的認同。為何一定得讓錯誤的政策一

直錯誤下去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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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生譜出一段新曲一談國三畢業生在校的最後一個月的生活

有一位老師 (T3) 及筆者，希望恢復過去一試定終身的聯考時代。因為過去

七月的高中聯考並沒有基測衍生出來林林總總的問題，學生在考前，全班努力奮鬥

的情景歷歷在目。另外兩位老師仍然贊成兩次的基測，因為可以給第一次考試時失

常的孩子，再一次的機會彌補。但是，大家一致認為，若兩次的基測都能在畢業前

考完，可給學生真正放暑假之感，以暫時解除學生國中三年的壓力。

其實，這段時間，老師看到孩子不安地游走在參不參加第二次基測的徬徨中、

對教育現場班級的混亂和缺乏效率，是充滿無奈的 (Tl 、 T2 、 T3) 。甚至對筆者

而言，這是一段令人窒息的日子!心疼孩子，因為基測，得這樣掙扎的過日子。但

是，看到部分孩子下定決心參與第二次基測後的心，漸漸穩定，自己的心情也跟著

舒坦許多，總希望自己能在畢業前帶領孩子完成他們生命中的第一次大考，更希望

教育制度有所調整，讓這群正值青春好時光的孩子，早點考完試、好好放鬆!

參、改進國三畢業生最後階段的課程策略

Peter Senge在《第五項修煉〉曾提到，愈來愈多成功的組織正朝向減少控

制、增加學習來建立優勢。而我們的學校是否給孩子這樣的發展空間(周祝瑛'

2003) ?教改中強調教育鬆綁，試問多少權力真的下放了?或只是管一些枝微末

節的小事?筆者針對第一次基測訂在畢業前一個月左右的時間，所有課程被迫提前

結束之下，學校該如何因應彈性辦學、展現嶄新的風貌，建議:

一﹒溝通觀念、建立共岡遠景

以學生為本位，長遠看教育。縱使辛苦，也要為學生規劃新的課程等觀念的溝

通是必要的。基測實施至今多年，想為短暫的一個月，改變課程規劃，適性教學，

沒有全體動員的心、適切可行的方案，突破一般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是無法

照顧到全部國三學生的學習權益。況且，一個立意完善的課程規劃，沒有全體教職

員工的支持，就有如沒有園丁的花園一般，無法花團錦簇。相信基本尊重、耐心溝

通可以激發老師的教育熱誠和主動參與變革的心。

二、提供多種選修課程，鼓勵多元學習

老師的訪談與學生所做的問卷皆發現，大部分的老師與學生都希望學校能給同

學開設一些不同的課程，讓學生自由選修，才能補足這段時間學生的煩亂、躁動與

不安全感，更能針對個別差異，因材施教，增加學生的生活樂趣，鼓勵學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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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真正的本質不在於「考試」的好壞，而在於持續不斷的學習與創造生命的更多

可能。所以，建議學校能考慮為不參加第二次基測的學生開辦更多有趣的課程。

三、教師人力資源的充分利用、以利增廣學校教育事業經營的靈活度

援引企業界的經營理念，強調教育產業的精神，堅守「教育本質」和「課程發

展」核心價值，以「創造力」和「執行力」為主軸，充分運用人力效能和環境資源

效益，營造卓越的教學情境，不斷創造學校新價值(郭雄軍. 2006) 。試想體制

外的補習班，可以因為教育政策的急轉彎，馬上因應，開出新的課程型態，為何體

制內的學校無法辦到?筆者認為依老師所長，打散班級界線、開辦一些學生所想學

的課程，因應各自的需求，可以為學生及學校營造雙贏的局面!也可使家長能安心

的將孩子交付給學校，而不會想著替孩于請假讓他們到校外去補習。

四、得勝者進揚、輔導入座

增加心靈輔導課程。過去得勝者計畫叫好又叫座，但是上課時間太短，只有

一學期，每週只有一次、每次一節課，學生都嫌不夠。若能在學生考完基測這段期

間，最需要生涯輔導及考後心靈迫切需要他人撫慰之際，加入他們的關懷活動課

程，不但可以讓學生修習所要的愛情學分，更能為升學之路做好萬全的心理準備。

五、結合技職教育的街接課程

廣設高中大學的政策，使技職學校面臨一一倒閉的窘境。然而，是否每位學生

都適合讀高中、繼續升學?事實上，過去臺灣利用基層勞工創造經濟奇蹟'現在，

卻一昧的廣設高中大學，專科學校紛紛升格為技術學院，技職學校漸漸縮編關閉，

是否改變的速度過快，以致令人質疑影響國內產業人力的供需調節以及降低大學教

育的品質(陳德華. 2008) 。筆者認為該是讓技職教育撐起另一片天的時候了!

請技職學校進入國中校園協助辦理一些技術學習課程，讓不想升學、嚮往技術領域

發展的學生，在選填學校之前，有些充實的初體驗，相信可促進技職學校彼此競爭

而有所成長。也可讓學生享受從做中學的喜悅。進而，更清楚自己未來要走的路。

肆、結語

考試領導教學的觀念根深蒂固，似乎難以撼動臺灣人的心。相對地，基測決定

升學，既然無法改變，雖然只是短短一個月的在校時光，我們何不許孩子一個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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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生譜出段新曲一談國三畢業生在校的最後個月的生活

所需的學習環境，為學生開出多元的課程，讓苦悶的國中生活注入一些活水。也呼

籲教育當局在教育鬆綁下，給學校遵守教育要有效能，使受教者能夠受益及教育機

會力求公平的原則下，開放一些彈性安排課程的權利。筆者更相信有良知的老師也

會希望突破困境，為孩子找到出路，而想要學校永續經營的行政人員，也會希望自

己的學生，以學校為榮、快樂畢業。然而，如果基測的時程表沒有改變，打亂整體

學校運作的情況就一直存在，自習與睡覺仍將成為國三生最後的生活!試想，整體

臺灣教育素質已經不斷滑落，臺灣的競爭力何在?我們禁得起這樣的教育資源浪費

嗎?當我們教育孩子，把握時光、珍情每一分、每一秒時，我們對孩子做了甚麼?

我們是不是該停下來，聽一聽孩子的聲音及教育現場中基層老師的真情告白!

(本丈持JJtJ:感謝高雄蹄聲大學吳初堂副教授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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