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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美國晶德教育夥伴 (CEP)之中等

教育階段績優學校介紹

壹、前言

1980年代以來，美國當代的品德教育可謂兼具理論與實務，除展現歷年來的諸多

道德發展理論與核心價值以外，亦反應了當代青少年及社會大眾的需求。品德教育的

重點，從原先的私領域跨足到公領域，除了建構對於社會及人際的正義與關懷之外，

亦強調多元、理性、思辯，培養真備現代民主素養的公民。換吉之，美國現今乃透過

對青少年的品德教育養成，促進青少年關懷社會與連結社會的行為，以建構美國民主

社會的根基。因而，各種品德教育機構也紛紛成立，其目標多在陪養學生對於學校以

及社群的向心力，除了營造良善的校園學習氛圍之外，亦引導學生增加人際和諧以

及對民主的價值承諾。其中，以 1993年非營利民間組織「品德教育夥伴 J ( Character

Education Partnership ，簡稱CEP) 最具代表性。本文主要介紹 CEP於20J3及2014年，所

評選的中等教育階段美國品德績優學校 (National Character of Schools) ，希冀透過獲

獎學校的舉隅及簡介，突顯各校推動品德教育之理念並從中獲得歐示。

貳、有殼的晶德教育原則與標準

依據CEP官方網站介紹，其自許願景為確保世界各地的青年都能夠受到教育做

發，並能夠提升其品德教育及公民參與;其任務在於連結人與人之間的社群關條，提

供學校、家庭以及社區相關的觀點，並致力於建設一個符合公義、關懷世界的道德

*本篇通訊作者:蔡昕瑋'通訊方式 bonestotsai@gmai l. com 。作者是民謝國立采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陳

翰韋先生協助潤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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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 l為使品德教育的推動真有科學性與專業性的依循， CEP研發 r;有效品德教育

的十一原則 J (11 Principles of E能ctive Character Education) 2 。該原則在美國被普

遍視為能夠改善學校氛圍、培養學生堅強的品德素養，並且激勵學生能夠做得更好。

在 11個標準底下， CEP又訂定「品德、教育的品質標準J ( Character Education Quality

Standards) ( Character Education Partnership, 2008) ，以作為學校和學區的自評工具。

透過這些原則，可以協助學校減少紀律，創造充滿關懷和尊重的學校社群。

CEP之有效品德教育的原則3包括:一、有效的品德、教育，是促進核心倫理價

值，並能夠作為良好的品德基礎;二、有效的品德教育，你包含認知、情戚、以及行

動等面向;三、有效的品德教育，必須有意的、全面的在學校各層面積極推動;四、

有效的品德教育創造充滿關懷的社群;五、學校必須提供學生機會進行道德行動;

六、學校必須提供有意義的和富有挑戰性的學術課程，尊重所有的學生發展他們的品

德，並幫助他們取得成功;仁、學校必須培養學生自我激勵;八、學校的教職員皆是

一個品德學習社群的一份子，共享品德、教育的責任，並堅持以相同的核心價值觀引導

學生;九、學校必須促進共同的道德領導，並在長程目標中支持品德教育推動;十、

學校必須與家長和社區夥伴結合，共同推動品德教育;十一、學校必須定期評估校園

文化與氛圍，以及教職員在品德教育中的功能，以及學生在品德教育中的具體成果。

CEP的品德教育評鑑方式，條針對上述11個原則中，再訂定各個標準;各個標準

底下又訂定若干題目，並以五點量表的方式(0至4分)評分計算總成績，以作為學校

自我評鑑或是相關單位的考核目標。(相關標準請詳參CEP官方網站http://character

org/more-resources/l l-principles) 這些標準'是作為美國中小學階段學校推動品德教

育的重要指標，CEP每年都會舉辦盛大的年會，並且依據此原則評選出「全美品德且

校 J (National Character of Schools) 。本文將聚焦的品德學校，在2013年及2014年

間，共有22所中等教育階段的學校人選。

1 t羊參http://character.org!about/

2 詳參http;llcharacter.org!more-resourceslI I-principle
3 詳參 h呻 l/character.org/more-resources/ll-principle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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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2013與2014年CEP晶德績優學按舉間

根據CEP官方網站，在2013年最終人選共35所學校及學區，其中6-8年級階段的學

校2所， 9-12年級階段的學校4所;而2014年總評選學校為44所學校及學區，其中6-8年

級階段的學校有13所， 9-12年級階段的學校則有3所，其中。由於 CEP真備相當完善

的評鑑指標及評選機制，因此本文透過介紹各校推動品德教育的概況，除了突顯學校

文化氛圍外，並依據品德教育的十一項原則，分析得獎學校的共同特色，了解其獲獎

原因。學校簡介由研究者整理自CEP官網 4以及各個學校宮網。

一、 6-8年級教育階段之晶德績優學校簡介

(一)亨利﹒貝克中學 (Henry C. Beck Middle School) 5

亨利﹒貝克中學是位於紐澤西j'['[櫻桃山 (Che叮 Hill ， New Jersey) 的公立學校，

共有946位學生，其中白人占68% '非裔美國人占10% ' 95%的學生認為學校的氛圍是

戚到安全的。學校的品德教育培育計畫，主要目的在於讓學生發展成為對學校、社

區、世界皆能負責任，而且可以尊重公民的文化。學校十分強調在所有的課程中，必

須符合校方實際建議目標 (Real Advice with a Purpose , RAP) 的品德發展。值得一

提的是，該州由於通過「反霸凌」的立法，因此政府也十分支持學校，為學生提供愛

的教育環境。其次，為7達成品德教育的理想，學校的調查小組、焦點小組、家長、

學生和教職員皆必須參與品德教育工作，最後並歸納出「執著」、「誠信」、「尊

重」、「責任」、「同J情 J 5點核心倫理價值。所有課室內和課室外的活動，皆提供

學生加強核心價值觀的機會;此外，學校亦透過獎勵制度，激勵學生來去達到這些品

德核心價值。

。

4 httl>: IIcharacter. 0 rglseh00 ls-of-eharaete rlnati 0 na1-seh00 Is-of-eh araeter-0verv iewIn ati 0 na l-schooIs-of
charaeterl

5 h前p://beek.eheπyhil l. k12.nj.u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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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領盛泉中學( LaSalle Springs Middle School) 6

領盛泉中學位於密蘇里州懷爾德伍德 (Wildwood ， Missouri) 中的羅克伍德學

區 (Rockwood School District) ，共有935名學生，其中白人占84.5% '非裔美國人

占 1 1.5% '根據蓋洛普希望指標調查 (Hope Score of Gallup Survey) 分數為4.53/5 '

校園氛圍營造出帶給家庭及社區溫馨的感覺。自 1992年以來，學校強調「尊重」、

「關懷」、「善良 J '以及「為他人服務的理想」。學校除了每天會加強品德教育

的目標、活動和訓練外，教師的身教典範亦是學校教育的特色;再者，學校亦將品

德教育融人在每個課程領域，並且透過「人物典範教育 J '達到全人教育( holistic

education) 的目標，這些策略受到社區機構的大力支持。開學之前，學校的工作

人員皆會完成家庭訪問、新生定向座談會(orientation) 以及校園開放日 ( open

house) ，以利幫助校方、學生及家長更加理解適性的教育環境。另外，學校更針對每

位學生制定方案計劃，讓學生在中學階段能夠互相幫助，並且能夠整合團體及個人生

活的互動模式。學校藉由嚴謹的調查、評估報告，反思並調整品德教育的推動模式。

(三)伯納德中學 (BernardMiddle School) 7

伯納德中學位於密蘇里州聖路易 (St. Louis County, Missouri) 中的梅關維爾學

區 (Mehlville School District) ，共有693位學生，其中白人占85% '非裔美國人占

7.4% ' 73%學生感受到校園友善氛間。該校的品德教育始於2003年，其品德教育信念

以及行動基礎，是建構在「學校是個專業學習共同體」之上。學校依據CEP的指標進

行積極行為干預與支持 (Pos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and Supports, PBIS) ，其共同

願景是希望所有的學生在安全和有利的環境下學習，並且發展「尊重」和「負責任」

、 t公民品德。此外，相關的研究數據亦支持學校的改進計劃'並且幫助學校了解品德

教育方案不只是一種「想法J '而是一種「價值實踐」。透過教職員、家庭以及社區

的合作，任何人皆扮演促成品德教育成功的重要角色。值得參考的是，學校真正成功

之處在於讓學生「有機會」透過行動，完成自我實現。「善良J ' r慈善」咐 r關心

他人」是學生日常的行為準則，基於這些理念，可看出學校致力讓學生能夠成為「

直的愛國公民」。

6 h仕p:llwww.rockwood.kI2.mo.us/lasallelPages/defaul t. aspx

7 h前p:l/www.rockwood.kI2.mo.us/lasalle/Pages/defaul t. 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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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卡南代瓜中學(Canandaigua Middle School) 8

卡南代瓜中學位於紐約州的卡南代瓜 (Canandaigua， New York) 中的卡南代瓜學

區 (CanandaiguaSchool District) ，共有855名學生，其中白人占90.1% '非裔美國人

占2.8% '自2010年起重新強調品德教育，認為品德教育不僅是一個口號，而是要如何

將它視為21世紀學生的「必需品」。學校認為:品德是無時無刻、無處不在的學習方

式，因此相關的工作評估，交由學校的「品德、教育委員會」負責推動。委員會涉及的

業務十分龐大，甚至包含如何在方案中積極與社區合作，藉以建立學生好的品德和社

會參與。學校更積極與外部研究單位合作，召開多次品德、教育會議，除7專家提供回

饋之外，雙方並互相分享品德教育的經驗，以持續協助學生發展成為一個「全人」。

雖然許多方案的概念是來自外部的專業機構，但更重要的是，學校的教職員投人他們

的熱情和教學概念，透過課程及方案與學生討論、互動、角色扮演、日記書寫、引導

反思，共同推動多元的品德教育。

(五)查爾斯﹒貝姆中學(Charles Boehm Middle School) 9

查爾斯﹒貝姆中學位於賓夕法尼亞州亞德利( Yardl旬， Pennsylvania) 中的賓斯

布瑞學區 (Pennsbury School District) ，共有728名學生，其中白人占8 1.7% '非裔

美國人占5% 。學校最初的品德教育任務，是透過全校性積極行動方案，用來服務校

內的特殊需求學生 (special needs students) 。除了透過通識教育外，學校也希望透

過學生的紀律反應，改善更積極的方案。教師、行政人員和主管共同創造精神標語

"PRIDE"一「準備J ( prepared) 、「尊重 J ( respectful) 、「參與 J ( involved) 、

「確定 J ( determined) 以及「優秀 J (excellent) 之後，教職員和學生立刻作出回

饋，亦即學生之間的互動，以及教職員間的關條皆產生微妙變化。也就是在這樣子的

氛圍中，學校促進了社會、情戚和道德的發展，除此之外， CEP的十一項準則更提供

學校最佳的實踐架構。

(六)德比中學 (Derby Middle School) 10

德比中學是位於密西根州伯明罕 (Birmingham ， Michigan) 的公立學校，共有

8 httJ;>://www.ca.nandaiguaschools.org/middle.cfm

9 h{tp:~www.pennsbu叭l2.pa.us/ ( page fault)

10 http://www.derby.birmingham.kI2.rni.us/

16。



美國品德教育夥伴(CEP)之中等教育階段績優學校介紹

806位學生，其中臼人占88.7% '非裔美國人占4.8% '認為品德、教育是21世紀基本技能

的基礎。學校的品德核心價值包含 r尊重個體」、「多元」、「協同合作」、「創

新」、「追求卓越」、「領導力」、「持續學習」以及「公民責任」。學校的使命在

於激勵學生能夠尊重自己，互相合作，並成為具備關懷能力以及對社會有貢獻的公

民。在學校，品德、教育已從單一的課程，演變成融入學校與社區間的生活結構。學校

教職員認為，品德教育可以像學術技能一樣發展，這樣的價值觀，無時無刻表現在教

室裡的課程、談話以及教職員的典範中。除此之外，家長和社區成員積極參與校園事

務，並且分享他們的觀點，這些皆有助於學校提升品德教育。

(七)希代爾中學 (HilIdale Middle School) II

希代爾中學是位於奧克拉荷馬州馬斯科吉(Muskogee， Oklahoma) 的公立學

校，共有424名學生，其中白人占48% '非裔美國人古3% '有高達44%是其他族群。

學校的大廳、裡反映了學校的價值觀 r學校和學生共同創造了美好的社區J (Hilldale

School and You , Together a Better Community) 。學校引用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的名言 r 那些來自我們見時的習慣不是沒有影響力，就是改變我們的一生。」

(The habits we form 台om childhood make no small di叮叮ence， but rather they make all the

difference.)學校的品德教育基礎，建立在學校通過的具體品德特徵，採用了具備研

究基礎的課程方案並且具體實踐，更堅持有效品德教育的11個原則。 2003年，學校將

品德教育融人所有的課程中，更要求每位老師皆必須制定教學策略，並且透過嚴謹的

評鑑制度，確保品德教育的執行。2006年，學校與社區以及其他學校、市議會建立

了合作夥伴關條，以優秀的成年人為榜樣;此外並成立顧問委員會，顧問委員會每

月皆會極具參考價值的回韻。如此良善的夥伴關條有助於學校推動品德教育，終

於在2012年獲得「國家示範霸凌預防計畫J (National Exemplary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 Award) 的獎項。

(八)約翰﹒普爾中學 (John Poole Middle School) 12

約翰﹒普爾中學位於馬里蘭州普爾斯維爾 (Poolesville ， Ma可land) ，是蒙荒馬~U

縣 (Montgomery County) 的一所公立學校，座落於華盛頓區裡面最偏遠的農業保護

11 http://www.hilldale.kI2.ok.us/vnews/display.v/SEC/M iddle%20School
12 http://www.montgomeryschooIsmd.org/scbooIs/poo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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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專門服務居住於周邊小鎮的家庭，共有352名學生，其中白人占73.8% '非裔美國

人占 1 1.6% '有82%的學生認為在學校是受到歡迎的。這幾年經歷社會動盪，隨著土

地上漲，造成許多非裔美國人皆搬離社區。學校雖然試圖透過特殊方案招生，但是由

於社區的多樣性、種族的問題、以及家長因為在華盛頓特區工作的高壓力等因素，造

成成人和小孩之間的互動關係不佳，霸凌和校園暴力事件亦有成長趨勢。有鑑於此，

學校正積極主導社區健康方案，積極促進安全環境，更透過品德教育方案，促進社區

人士問的相互尊重。由於相關計畫的實施頗真成效，讓學校以及社區互動產生正面的

影鏈。

(九)拉德維中學 (LadueMiddle School) 13

拉德維中學位於密蘇里州聖路易 (S t. Louis, Missouri) 的拉德維學區 (Ladue

School Dis甘ict) ，共有985名學生，其中白人占59.73% '非裔美國人占18.31% ' 87%

的學生對於學校的學習環境戚到滿意。學校的使命戚是「因為我們，所有的學生都

會在高品質的情況下學習 J 0 (All s個dents will learn at high levels because of what we

do.)學校教職員承諾社區，要教導學生如何成為多才多藝的學生以及積極的公民。

從榮譽守則、目標、以及具體品德項目，學校刻意指導學生從方案中，養成良好的品

德以及積極的公民責任。學校的重點在於:一、所有的教職員生以及家長，皆具有對

學校社群的歸屬廠;二、每個學生的表現將會達到、甚至超過該年級的水平;三、每

個學生將展現負責任的公民行為。透過學生自己寫的榮譽守則、教職員建立的品德教

育相關方案、家長針對校園氛圍以及霸凌議題的觀點，共同促進品德教育成功。除此

之外，學校還透過年度的正式調查，評估學校推動品德教育方案的成效。

(十)瑪格麗特﹒布考中學 (Margaret Buerkle Middle School) 14

瑪格麗特﹒布考中學位於密蘇里州聖路易 (St. Louis, Missouri) 的梅爾維爾學

區 (Mehlville School District) ，共有595位學生，其中白人占78%' 非裔美國人占

1 1.9% 。學校所奉行的教育準則，正是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King Jr.) 講的 r智

慧加上品德，才是教育的真正目標J 0 (Intelligence plus Cbaracter---that is the true goal

of education.')相關理念被融人在正式課程當中，以確保每位學生都能有強烈的品德

13 http://www.ladueschools.net/district/conten t/schools/secondary-Ims.shtml
14 hnp://www.buerklemiddle.schoolfusio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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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學校具有獨特的學習環境，包含有24%少數民族語言的學生，有20幾種不同的

語言，有22%的家庭，英語是他們的第二語言，也因此，學校需要運用獨特的教學方

案，才能突破這種障礙。品德教育方案的目標，是要培養學生成為具有責任感、尊

重、道德、誠信的公民，然而學校推動方案最大的障礙，乃在於學生族群太過多元。這

些挑戰，經過學校積極與家長和社區成員溝通後，已獲得解決。自2011年起，學校已

有四種品德教育方案獲獎，所有的計畫皆依據調查評估後推動，透過相關的規劃及策

略滿足所有學生。

(十一)奧克維爾中學( Oakville Middle School) 15

奧克維爾中學位於密蘇里州聖路易 (S t. Louis , Missouri) 的梅爾維爾學區

(Mehlville School District) ，共有641位學生，其中白人占85% '非裔美國人古10% 。

學校多年來透過品德教育的十一項原則，促進學生良好的品德教育。值得一提的是，

自 2010年起，學校將校務發展計畫，全數投注在品德教育方案。首先，即是成立品德

教育委員會，該委員會建立了學生品德評議會，並增加品德、教育的諮詢時間，鼓勵學

生參加校外的服務學習，且強調預防霸凌。2014年，學校各年級也開始各自推動不同

的服務學習方案。學校教師在他們的課程中融入了品德教育，除了透過藝術方案外，

每週的品德諮詢課程，讓學生在學校能討論共同的品德議題，並設定個人學習目標。

(十二)羅伯特﹒斯貝倫中學 (RobertH. Sperreng Middle School) 16

羅伯特﹒斯貝倫中學位於密蘇里州聖路易 (S t. Louis , Missouri) 的林白學區

(Lindbergh Region VIII School District) ，共有1 ，323名學生，其中白人占86.24% '

非裔美國人占9% 。學校的願景，在於透過品德、教育，讓師生們都能夠有愛心、責任

入、合作的態度，促成尊重自己以及他人的氣氛。除了學校主管支持品德教育方案

外，品德教育團隊成員共14名通過了品德教育的專業認證。學校參加了「關懷學校社

群 J ( Caring School Community, CSC) ，培養學生的社會情廠(Social and Emotional,

SEL) 技能。在2010及2011年間，學校推動7多項家庭服務學習與社區建頁，透過這

些方案，學校與社區間的關條有大幅的進步。社區委員會、以學生主導的會議、占人

學生親善大使等，皆對社區關像抱持高度的贊賞。除此之外，學校十分重視教職員生

的 http://www.oakvillemiddle.schoolfusion. lIs/

16 http://go.lindberghschools.ws/site/Defalll t.aspx?PageID=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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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聲音，日後將持續加強培訓，提供學生機會，並且透過與所有相關者的溝通，實踐

學校的願景承諾。

(十三)南吉爾福德中學 (SouthernGuilford Middle School) 17

南吉爾褔德中學位於北卡羅萊納州、|格林斯伯勒( Greensboro , North Carolina) 中

的吉爾褔德縣 (Guilford County) 學校，這是一個由農田與牧場環繞的城鎮，共有

774名學生，其中白人占27% '非裔美國人占39% '學生可享有免費或優惠的營養午

餐。由於品德教育及服務學習在近年變得越來越有影響力，促使教職員工在課堂中學

習如何執行品德教育。學校的區域服務學習領導者在2008年發展了品德教育計劃，也

提供學校相當多的資源使用。學校致力於提供安全有秩序的教育環境，因此期盼學生

在社群、學業、體育及情緒發展上能夠成功，並運用品德教育達成目標。

(十四)西南吉爾福德中學(Southwest Guilford Middle School) 18

西南吉爾褔德中學是位於北卡羅萊納洲高點城 (High Point, North Carolina) 中

的吉爾褔德縣 (Guilford County) 學校。附近的社群在近十年 (2004年以來〉經歷

了巨大的改變與發展，從原本的農村區到現在包含有重大發展的中產階級區。學校是

從服務有相近背景的小群眾開始，逐漸到服務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群眾。雖然經歷

改變，但依然有一群關照他人的群眾，支持學校的發展。學校的特色是與國小和高中

的相對地理位置，三所學校距離彼此都在四分之一哩之內，這讓學校能夠更輕易的與

他校合作，也可以與他校一同實施輔導計畫，呈現了對於不同視野、經驗、期待及

前景的挑戰與機會。校長要求，從家長、學生到教職員，將同時發展學術以及品德實

踐。學校有一套積極的方案，旨在建立品德、改善行為，促進學生成功。

(十五)安東尼亞中學(Antonia Middle School) 19

安東尼亞中學位於密蘇里州伯恩哈特 (Barnhart ， Missouri) 中的佛克斯 C-6學

區 (Fox C-6 School District) ，共有491名學生，其中白人占95.92% '非裔美國人占

0.91% 。每位學生皆必須學習基本手縫針，但是，同樣一群學生，可能會連續三年在

同樣的課程模式下渡過，因此必須創新教學。有鑑於此，學校嘗試實施方案，讓學生

l口7 兩i豆令趴叫g伊伊阱ms旭叫吋s呻t齡csncωω叫…叫叫c∞叫馴圳叫Oα叩m州r叮m叫n叫Lν/pa阿仰仰g酹阱仰e郎叫sl枷叫/旭伽h伽S臼h仙O趴叫u

l悶8 h咆t阻!陀且E巳u凶:/丘L立夕/危s呵1茁主扭gIl伊虹ill叫csnc.c∞om耐n叫:J!pag酹e的W口illS1芯s

19 http://antoniams.fox.k12.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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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手工縫紡技能，對社區產生積極的影響和改變。此外，學校的目的是讓這個

方案能夠跨學科，涵蓋了不同課程的學生，讓他們能夠用獨特的技能，影響更多的學

生。學校認為，透過實行品德教育來幫助這些學生適應環境，最大的挑戰將會變成學

校最好的資產，因為透過方案，讓學生能夠了解，唯有認真工作，才能夠脫離貧困的

循環。

二、 9-12年級教育階段之品德績優學校簡介

(一)漢諾威公園高中學區 (Hanover Park Regional High School District) 20

漢諾威公園高中學區位於紐澤西州莫里斯 (Morris County, New Jersey) ，當中包

含漢諾威公園高中 (Hanover Park High School) ，以及惠帕尼公園高中(Whippany

Park High School) 兩問學校，同時服務東漢諾威小鎮(East Hanover Township) 、弗

倫翰公園 (Florham Park) 以及漢諾威小鎮 (HanoverTownship) 三個地區的學生。

值得關注的是，這個學區有非常強烈的公民參與傳統。2004年，該學區正式通過了六

大品德支柱，這些核心價值擴展了學校的視野。2009年學校請來新的校長，她了解年

輕人最重要的價值，並且讓服務學習成為學校的主要推動方案，很快地，品德教育便

成為學區的重點:校長激勵教職員、家長和社區，共同支持有效的品德教育專業發

展，在短短一年之內，品德教育便成為該學區最重要的生活品質。為了同時強調「學

習」與「服務J '學校走出校門建立「戶外教室J ( outdoor classroom) ，學生開始

自發性帶頭發起社區服務項目，這些行動除了提高學習成果外，也降低了紀律問題。

透過服務學習方案，學校體認到:只要藉由努力工作和集體熱情，可以帶來驚人的社

口願景成果。

(二)梅爾維爾高中 (Mehl、rille High School) 21

梅爾維爾高中位於密蘇里州聖路易 (St. Louis , Missouri) 的梅爾維爾學區

(Mehlville School District) ，共有1893位學生，其中白人占82% '非裔美國人占9% '

有高達94%的學生廠受到學校氛圍是安全的。自2010年開始推動品德教育之?愛~-2012

20 http://www.hpreg.orgl

21 http://mhs.mehlvilleschooldistri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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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為第一個獲得全美品德學校的傳統公立高中。學校營造出「卓越」和「道德」

的校園氛圍，包含學生、家長以及教職員，皆參與制定發展這項任務，最後共同挑

選出「尊重 J (Respect) 、「嚴謹 J (Rigor) 、「連結 J ( Relevance) 、「關條」

( Relationships) 以及「成效 J (Results) 等5R特質。學校將5R特值視為校訓，並且

用來鞏固與社區間的關條，學生和家長的聲音也促使學校反思相關方案的實踐。當教

師意識到這些價值時，學校即開始推動品德教育，在此同時，學生和教師亦維持良好

互動關係。學校發現，透過社區服務學習，是推動品德教育的重要支柱，並且往往能

夠給予學校良好的回饋。

(三)櫻桃山另類高中( Cherry Hill Alternative High School) 22

櫻桃山另類高中是位於紐澤西州、|櫻桃山 (Cherry Hill, New Jersey) 的公立學校，

共有48名學生，其中白人占58% '非裔美國人占19% '特殊教育的比例為100% 。學

校原先為早期兒童教育中心，而後於1997年轉變為另類教育中學 (Alternative High

School Program) ，幫助行為上及情緒上需要支持的學生。學生擁有無限的潛力，他

們富有愛心、同情心，並且注定會成功，但社會上有許多人並不這樣認為。有鑑於

此，學校力求讓學生，成為尊重和負責任的公民。學校的教職員設置了跨學科小組，

以確保學校的方案，課程和品德、發展能夠無縫接軌。另外，學校致力於提供學生學業

和情戚支持，營造良善的學習環境，讓學生能夠盡情探索。學校將品德教育的相關理

論，透過學習經驗應用到真實世界中，透過師生協同合作，促進學生學術成長、品德

發展、職業探索，讓學生能夠為自己進路發展預作準備;而品德、發展，著重於尊重、

責任、以及公民意識，教育的過程中，更確保讓學生廠到安全，並且勇於發聲。

(四)傑佛遜市國際學術中心(JeffersonCity Academic Center) 23

傑佛遜市國際學術中心位於密蘇里傑佛遜市 (Jefferson City, Missouri) 的傑佛遜

公立學校學區(Jefferson City Public School District) ，是該學區的第一間另類教育學(

校，共有177名學生，其中白人占69% '非裔美國人占27% '有高達97%的學生認為同

學之間彼此尊重。學校的願景在於提供學生促進學業、品德、職業準備以及終身學習

的嚴格的校園環境。為了達到上述目標，學校將社會及情戚技巧融人至課程中，藉此

22 http://www.cherryhjl l.kI2.nj.us/

23 http://www.jcschools.us/domain/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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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人際問互相信任的關你;學校並大力推動全人發展，所有教職員必須共間塑造、

實踐核心價值。學校任務為提供從高中畢業的學生一個另類教育設計( al ternative

educational setting) ，自 2007年以來，服務學習方案已然成為課程的重要元素，除了

直接結合正式課程外，更提供學生發聲機會，藉以培養公民責任。學校盡可能讓學生

到校外接觸更寬廣的世界，跟隨課程學習生活經驗。學校由於推動品德教育，也使得

教職員生及社區成為一個團隊，共同為培養學生品德的目標努力。

(五)圓高中(Circle High School) 24

圓高中位於堪薩斯州托旺達 (Towanda， Kansas) 的公立學校，共有516位學

生，於2009年開始推動品德教育計畫。在頭兩年，所有的學生皆參與「能力實現」

(Power2Achieve) 方案，該方案歷經了多次整合，直至現今，學校發展出分別針對

低年級和高年級學生的課程方案。這些方案的內容設計，包含21世紀必備技能、職業

探索、以及服務學習方案，學校也致力將這些方案融入到一般課程之中。由於該計畫

十分成功，促使學校在經過考慮後，逐步將方案深人到學區之中，此外亦透過收集相

關數據進行計畫修訂，使得方案內容更加完善。大部分教導品德教育的教職員，在一

般及專業的學科課程中，都增進了跨領域的能力。

(六)海勒姆﹒內還那高中(Hiram Neuwoehner High School) 2S

海勒姆﹒內涯那高中位於密蘇里州聖路易 (St. Louis, Missouri) 的特別學校學

區 (Special School District) ，共有154名學生，其中白人古56.70% '非裔美國人占

36.90% 。學校只實行個別忱的教育方案(IndividualizedEducation Program , IEP) ，校

方相信「所有學生都有學習的能力」。在2010年，由學校所有教職員所倡導的任務宗

為 r挑戰並且培養對於學生成功的高度期待J .而願景為「引導學生成為一個真

正的大人J (committed to successfully transitioning sωdents into adult life) 。學校的特

色在於，每問教室皆有自己的任務特色，例如「我們班將會是安全的，所以我們在這

裡能夠放心歡樂的學習。」早在1988年，學校就開始推動品德教育，搭配學校的口號

「和善、安全、和平、合作J .以及紅絲帶週 (Red Ribbon Week) (美國每年十月

舉辦的酒精、煙草、毒品與暴力宣傳活動)和反暴力教育計劃而實行。到了2005年，

24 http:!.仰ww.usd375.orglchs3/index.html

25 No Official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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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擴大了方案的執行模式，包含每週的品德教育守則、由學生主導的品德與領導方

案訓練計畫等。數年來，推動成效卓越，除了減少紀律問題外，課堂的教學時間亦能

增加，並有充分時間評量改善成果。此外，學校透過嚴謹監督，每年提供兩次學生、

教職員、家長以及社區相關人士學術和品德教育的調查報告。

肆、綜合做示

CEP的執行長Rebecca Sipos於CEP宮網中表示 r獲獎的每問學校，學生與社區

的關像都有成功的故事，這些故事證明學校的品德教育具有相當的水準'而且致力於

培養學生成為更有品德、更有愛心，而成為一個真正公民的環境。」而綜合近兩年獲

獎學校的簡介內容，可歸納下述歐示:

一、學校、家庭、社區是推動品德教育方案的學習共同體

CEP的 11個原則中指出「學校的教職員皆是一個品德學習社群的一份子，共享品

德教育的責任，並堅持以相同的核心價值觀引導學生」、「學校必須促進共同的道德

領導，並在長程目標中支持品德教育推動」以及「學校必須與家長和社區夥伴結合，

共同推動品德教育」原則。在2013年及2014年獲獎的21 間中等教育階段的學校中，有

12所學校強調師生、家庭以及社區之間的意見暢行無礙以及交流合作，是品德教育推

展順遂的主因，其中又有6所學校位於密蘇里州的聖路易( St. Louis , Missouri) ，包含

伯納德中學 (Bernard Middle School) 、拉德維中學 (Ladue Middle School) 、瑪格

麗特﹒布考中學 (Margaret Buerkle Middle School) 、奧克維爾中學 (OakviJ1 e Middle

School) 、羅伯特﹒斯貝倫中學 (Robert H. SpelTeng Middle School) 以及梅爾維爾高

中 (Mehlville High School) 等校。美國的國高中基本上社區他，相對地社區有較多

機會能夠參與學校事務，學校在訂定品德教育核心價值時，將家長、學生、甚至社區

地方相關人士的意見皆共同納人考量;此外，學習共同體中，相關的學習夥伴包含教

職員生及校外人士等，對於品德、核心價值及推動目標皆有共同的期待。

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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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德教育的工作評估與推動成殼，必須透過嚴謹的調查以確保

晶質

CEP的 11個原則中列有「學校必須定期評估校園文化與氛圍，以及教職員在品德教

育中的功能，以及學生在品德教育中的具體成果 J 0 2013年及2014年獲獎的21問中等教

育階段的學校中，有8所學校強調其品德教育的課程或方案，在執行前的規劃以及執行

後的成效，透過成立跨學科的工作小組或是透過外部專業單位進行嚴謹評估;而其中

又有5所學校位於密蘇里州的聖路易 (St. Louis, Missouri) ，包含領盛泉中學(LaSalle

Springs Middle School) 、伯納德中學 (Bernard Middle School) 、拉德維中學(Ladue

Middle School) 、瑪格麗特﹒布考中學 (Margaret Buerkle Middle School) 以及海勒姆

﹒內涯那高中 (Hiram Neuwoehner High School) 等校。這些學校，在成效報告調查

後，多半會公告給相關人士，尋求相關的意見回饋，以作為持續推動的依據。

三、品德教育童在實踐，透過與社區連結，善盡學生的公民責任

CEP原則強調品德教育的最終目的，在培養一位具有現代公民意識且具有社會責

任的公民，而且在過程中，必須給予學生社會參與及社會實踐的機會。我們從獲獎學

校的所在地分析可發現，2013年及2014年獲獎的21間中等教育階段的學校中，有高達

10所學校來自密蘇里州(中學7/15 '高中3/6) ，而這10所學校，又有7所學校位於

聖路易 (St. Louis, Missouri) ，當中梅爾維爾學區(Mehlvi lie School District) 就有4

所。根據CEP網站對於梅爾維爾學區的評論，認為自2010年起，該學區就不斷進行大

規模的品德教育與社區參與服務方案，透過大量的行動，不但豐富社區鄰里，也促進

‘拉生成長，在經過時間推移之後， r為他人服務」就成為學生最基本的生活方式，相

關的方案亦在社區內形成流行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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